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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董事： 

2017年，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切实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董事会职责，规范运作，

科学决策，积极推动了公司各项业务的稳妥发展。在公司经营管理上，董事会紧

紧围绕公司总体发展目标，以全年经营计划为中心，带领公司上下坚定信心、齐

心协力，扎实开展各项工作，保持了生产经营的稳健运行。 

现将公司董事会2017年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一）经营指标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868.0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65%；实

现利润总额 5,551.7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111.0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06%，基本完成了年初既定的经营

目标。 

（二）开展了人工智能方面的初步探索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为找到人工智能（AI）技术与公司现有产

品的切合点，不断拓展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公司与苏州工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就健康医疗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合作事宜进

行了初步的接洽，公司投资 1000 万元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中科麦迪人工智能研究

院（苏州）有限公司开始加强人工智能在健康医疗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开始了人

工智能方面的初步探索。 

同期公司还和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发起的心血管

“HearVai”（哈伟）医生人工智能研究项目。哈伟医生聚焦于急性冠脉综合征、

主动脉夹层、肺栓塞等急性心血管疾病的人工智能精准诊断模型和辅助决策机制

的建立，组织资深心血管内科医护人员参与课题研究，最终“哈伟医生”将成为



一款覆盖心梗，心衰，房颤等心脑血管主要疾病辅助诊断的人工智能医生。 

（三）公司急诊急救临床系列产品取得较大发展 

报告期内，依托于“苏州市健康市民 531 行动计划”一期项目的顺利推进的

标杆、示范效应，公司承建“上海市第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上海航空医

疗救援中心基地医院建设与应用”项目、成功中标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辖内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等七家医院急诊医疗信息系统项目的承建工作、

再次中标苏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健康市民 531 信息化建设（二期）医

院信息系统、数字化急救车系统改造等两个项目，“苏州市健康市民 531 行动计

划”二期项目顺利启动，公司急诊急救临床系列产品取得较大发展。 

（四）持续进行研发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对研发部门的投入，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运用

多种渠道和多种手段促进研发创新。公司报告期内申报并得到受理的专利共计

58项，其中发明专利 28项、实用新型专利 20 项、外观设计专利 10 项；新增受

理注册商标 2 项、软件著作权 42 项；年度获得授权的专利共计 3 项，其中发明

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1项、外观设计专利 1项，获得软件著作权证书 41项。 

（五）内部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不断加强法人治理，进

一步规范管理体制，继续完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以及内控制度。在公司内部建设

方面：公司把员工队伍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修订完善了薪酬体系、绩效考核体系、

费用管理体系、任职资格评定、岗位工作量测评等制度流程；加大内部培养和外

部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力度，加强员工岗前培训和岗位技能培训，努力提升员工素

质；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和梳理，努力增强团队凝聚力。 

二、 报告期内董事会的日常工作情况 

（一）2017 年董事会召开及决议情况 

2017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董事会会议，

对公司的各项重大事项，进行了认真研究和科学决策。全年共召开八次董事会会

议，具体审议情况如下： 

1、2017 年 1 月 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1）《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2）《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3）《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4）《关于变更公司类型、住所、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的议案》 

（5）《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6）《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2017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1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16 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6）《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7）《关于公司 2016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8）《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9）《关于续聘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聘任公司 2017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10）《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向相关银行申请融资及开立保函的议案》 

（11）《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12）《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13）《关于确定 2016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14）《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5）《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16）《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17）《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1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19）《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2017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4、2017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2）《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3）《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经理的议案》 

5、2017 年 7 月 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6、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7、2017 年 9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2017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二）报告期内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二次股东大会，具体情况如下： 

1、2017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3）《关于变更公司类型、住所、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的议案》 

（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2017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5）《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关于续聘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聘任公司 2017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7）《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向相关银行申请融资及开立保函的议案》 

（8）《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9）《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监事 201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0）《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1）《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2）《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3）《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14）《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三、 2018 年工作计划 

（一）信息披露方面 

董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认真自

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严把信息披露关，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透明度。 

（二）投资者关系管理 



2018 年公司董事会将继续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投资者电话、

投资者邮箱、投资者互动平台、现场调研、网上说明会等多种渠道加强与投资者

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的联系和沟通。合理、妥善地安排机构投资者、新闻媒体等特

定对象到公司现场参观、座谈、调研等接待工作，并切实做好未公开信息的保密。 

（三）公司规范化治理方面 

2018 年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规范治理架构，

以真实完整的信息披露、良好互动的投资者关系、严格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控

制体系，诚信经营，透明管理，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切实保

障全体股东与公司利益最大化。 

 

苏州麦斯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