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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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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16年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3元（含税），本报告

期内无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通策医疗 600763 “ST”中燕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浴华 赵敏 

电话 0571-88868808 0571-88970616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灵溪北路21号合

生国贸中心5号楼 

浙江省杭州市灵溪北路21号合

生国贸中心5号楼 

电子信箱 huangyuhua@eetop.com zhaomin@eeto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378,301,556.76 1,286,049,125.07 1,286,049,125.07 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64,307,630.34 817,658,658.93 817,658,658.93 5.7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6,413,830.71 6,494,444.32 6,686,394.05 1,230.58 

营业收入 507,934,342.69 380,483,444.25 379,324,036.48 3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8,332,171.59 71,920,689.30 72,373,662.00 2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87,397,497.07 70,134,583.49 70,587,556.19 24.6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25 10.02 8.43 

增加0.23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8 0.22 0.23 27.2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8 0.22 0.23 27.2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0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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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杭州宝群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3.75 108,232,000 0 质押 87,260,000 

鲍正梁 境内自

然人 
7.54 24,164,000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其他 2.50 8,000,610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科讯混合型证券投
其他 2.50 8,000,000 0 无 0 



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其他 2.29 7,331,365 0 无 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90 6,098,080 0 无 0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3 4,575,90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05 3,353,407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1.00 3,199,908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医药科技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3,199,78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伴随着国家医疗服务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司积极围绕发展战略进行产业布局，大力拓展口腔

医疗板块的同时加大了对辅助生殖医疗板块的构建力度。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来源主要为医

疗服务收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7,934,342.69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3.50%，其中医疗服务收入

506,386,270.63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3.53 %，医疗服务门诊量达 74.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8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332,171.59 元，同比增长 22.82%；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28

元，同比增长 27.27%。 

业绩的稳步增长主要源自公司对经营发展战略的落实、对既定工作方针的坚持和对崇高医疗

服务理念的不懈追求。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 大力发展主营业务，实现业绩稳步增长 

公司继续打造“中心旗舰医院+分院”的经营模式对外拓宽医疗市场领域。在一系列促进社会

办医等政策利好下，公司通过新建、收购、扩建、合办等方式加快进行医院网点布局，加大经营

辐射区域。 

口腔医疗服务领域持续稳定对外扩张。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在杭州市江干区设立

杭州骋东口腔门诊部、在温州鹿城区设立温州存济口腔医院以及对全资子公司衢州口腔医院进行

增资扩股和迁址重建，以上医院的建设部署大大增加了公司在口腔医疗市场的占有份额，将进一

步扩大公司在浙江省内的规模和影响力，为公司今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公司下属杭

州城北口腔医院、杭州口腔医院庆春分院和益阳口腔医院已分别按计划取得了所属辖区的医疗设

置许可证，并如期开业；黄石现代口腔医院也已完成迁址重建并已重新开业。 

辅助生殖领域加大投入力度。报告期内，为了提高公司妇幼医疗服务的专业管理水平，公司

投资设立了浙江通策妇幼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妇幼事业部的管理平台，提供妇幼医院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等服务；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波恩生殖技术管理有限公司在浙江

舟山市投资设立舟山波恩生殖医院，并与舟山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合作，大力发展生殖领域相关医

疗服务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分析如下：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

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医疗

服务 

506,386,270.

63 

298,966,651.

93 
40.96 33.53 36.73 

减少 1.38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

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医疗

服务 

506,386,270.

63 

298,966,651.

93 
40.96 33.53 36.73 

减少 1.38 个

百分点 

其中，浙江省内营业收入为 462,293,359.34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2.62%；浙江省外营业收

入为 44,092,911.29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3.90%。 

2.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重视医教研一体化发展 

公司在严格遵循《医院院感标准手册》、《医院服务标准手册》等标准化管理制度的同时，全



面推行以客户满意度为指标的考核体系，健全并落实人员岗位责任制度，力求达到“精益求精，

细化考核”的管理目标；此外，公司高度重视医教研一体化发展，通过定期的院内外培训，逐步

提高医护人员的理论知识和专业能力，稳步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开展各类医教研工作。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口腔医院被评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下属医院中共有九项科研项目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市局级的批准通过，公司各项医疗

技术专利、著作权等也在积极申请之中。公司下属医院组织医疗专家和骨干参加各类国内外学术

交流会议及公司牙学院、各医院组织培训共计 40 余场，参加人数逾 3000 人次，内容覆盖了从专

业技术培训到医疗卫生管理培训等多个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口腔医院还举办了第四届西湖

国际口腔论坛、第十一届全国牙周病学学术会议，组织人员参加日本口腔卫生士培训、参加第六

次 bitc 口腔种植大奖赛等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培训及行业交流活动。公司在国内外口腔行业影响

力日益增强。 

公司在重视医教研一体化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各类公益活动。报告期内，各医院共举办公

益活动 350 余场，走进社区和企事业单位普及口腔疾病防范知识，并在不同学校举办“小牙医”

和家长讲座等公益活动。公司在开展公益活动的同时通过与不同群体的接触，让医生们更加深入

地了解不同患者群体的需求，有利于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3. 优化内部管理模式，逐步提升运营效率 

公司实施“去行政化、学院制、寓管理于教育和大采购”四大管理原则。公司提倡“寓管理

于教育”，管理学院通过引进“丰田模式”等国际先进经营管理模式对公司管理层进行培训并实施

内部管理改革；公司理顺了各事业部的体系权责，简化了行政管理组织，推行扁平化的组织构架；

完成了信息系统技术升级，促使信息化建设与公司运营进一步融合；同时公司注重成本控制，采

取“大采购”模式全面控制各项成本支出。报告期内，公司在提升决策效率、优化人员配置、构

建企业文化等系统管理工作方面均取得了良好成效。 

与此同时，公司将“医生集团、市场运营”双引擎发展模式运用到公司的日常管理运营之中，

通过不断加强公司“医生集团”队伍建设并提升内部管理运营效率来增强公司实力，促进企业健

康稳定发展。 

4. 加强公司规范运作，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将规范运作

的要求贯穿于日常经营的始终，稳步推进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公司致力于建立阳光透明、积极



友好、注重价值投资的投资者关系，与资本市场保持多渠道、多层次的沟通互动，通过上交所 E

互动平台、投资者热线电话、电话会议、实地调研、召开投资者见面会、参加投资策略会等方式，

加强与国内外投资者的交流沟通。公司将持续推进投资者关系建设及市值管理等工作，认真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树立和提高公司形象，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