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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8                   证券简称：思创医惠                   公告编号：2022-088 

债券代码：123096                   债券简称：思创转债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思创医惠 股票代码 3000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鲁丽娟 唐莹 

电话 0571-28818665 0571-28818665 

办公地址 杭州市莫干山路 1418-48 号 杭州市莫干山路 1418-48 号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century-cn.com zhengquanbu@century-c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02,635,423.17 649,918,633.92 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77,061.65 27,410,053.87 -8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365,217.00 8,193,260.31 -128.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4,169,793.61 87,971,889.15 -297.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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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3% 0.89% -0.6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4,847,133,347.13 4,863,530,760.78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83,253,449.22 2,180,294,683.75 0.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47,12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路楠 境内自然人 7.24% 62,739,500 0   

云海链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3% 60,858,803 60,858,803   

杭州思创医惠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7% 30,053,809 0 

质押 27,686,866 

冻结 5,762,382 

章笠中 境内自然人 2.84% 24,601,203 18,450,902 
质押 24,409,597 

冻结 23,707,481 

#方振淳 境内自然人 2.72% 23,553,971 0   

浙江富浙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浙

江深改产业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55% 13,452,914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

组合 
其他 0.75% 6,457,399 0   

杭州博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6,006,776 4,505,082   

#陈武峰 境内自然人 0.64% 5,580,100 0   

红土创新基金－嘉兴

景美中和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红

土创新红人 86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2% 4,484,30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自然人股东路楠先生持有法人股东杭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02%的股权。 

（2）公司自然人股东章笠中先生持有法人股东杭州思创医惠集团有限公司

54.81%的股权。 

（3）2021 年 9 月 21 日，医惠集团、章笠中先生与云海控股签署《一致行动

协议》，医惠集团、章笠中先生、云海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4）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方振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22,500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231,471 股，合计 23,553,971

股。公司股东陈武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500 股，通过申万宏源西部

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549,600 股，合计

5,580,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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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思创医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 

思创转债 123096 
2021 年 01 月

26 日 

2027 年 01 月

25 日 
81,692.68 

第一年 0.40%、

第二年 0.6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2.50%、

第六年 3.0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4.60% 54.67% 

流动比率 1.76 1.81 

速动比率 1.44 1.2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66 2.2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14% 4.69% 

利息保障倍数 1.17 1.68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3.22 2.31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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