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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海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晓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吴晓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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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637,414,237.35

4,566,974,798.10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98,928,831.64

3,531,572,235.77

1.9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211,726,122.61

9.34%

606,373,579.22

7.03%

37,749,144.21

252.36%

95,690,248.20

41.63%

20,004,471.31

50.85%

90,732,624.36

30.77%

17,581,088.16

-59.59%

107,178,303.56

-10.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166.67%

0.21

3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166.67%

0.21

3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0.76%

2.68%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6,000.2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284,924.00
本期公司关联方为公司无偿提供资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12,594,209.44

金支持，若按 4.35%的年贷款利率
计算，则公司需向关联方支付的资
金利息合计为 12,594,209.44 元。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2,116,808.75
其中，子公司诸暨市千足珍珠养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足养殖”）
-26,049,659.97

的养殖基地遭受破坏性拆除的损失
20,036,433.63 元计入营业外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563,307.09 本期购买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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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3,307.09 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36,027.6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2.42

合计

4,957,623.8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876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陈夏英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17.02%

77,616,997

0 质押

41,200,000

10.11%

46,080,473

46,080,473 质押

46,080,473

8.84%

40,322,580

40,322,580

杭州昌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5%

33,955,857

33,955,857

陈海军

境内自然人

4.87%

22,225,300

16,450,225 质押

境外法人

3.75%

17,081,007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2%

16,977,929

16,977,929 质押

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12,733,430

12,733,430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8%

11,304,928

11,304,928 质押

11,304,928

境内自然人

1.97%

8,988,964

8,488,964 质押

5,873,300

上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冯美娟

境内自然人

工银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
金
上海岩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齐齐哈尔建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毛岱

3,300,000

0

16,977,929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陈夏英

77,616,997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77,616,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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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17,081,007 人民币普通股

17,081,007

8,614,108 人民币普通股

8,614,108

5,775,075 人民币普通股

5,775,075

4,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60,000

浙江长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4,271,879 人民币普通股

4,271,879

王献周

2,24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0,800

孙伯仁

1,950,338 人民币普通股

1,950,338

吴玉龙

1,56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5,900

楼来锋

1,459,550 人民币普通股

1,45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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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军
浙江浙商汇悦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汇悦医疗精选 2
号私募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中：陈夏英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海军为实际控制人陈夏英的
弟弟，孙伯仁为实际控制人陈夏英的妹夫，他们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杭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州昌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同一实际控制人陈越孟控制的企业；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王献周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40,800 股；孙伯仁通过广

（如有）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20,684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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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尚有金额为7.7亿元资

货币资金

608,852,199.72 1,334,306,971.51 -725,454,771.79

-54.37% 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致使货币资金比期初
减少。
主要系预付的设备款、材料款增加所致，以

预付款项

使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26,493,159.57

14,304,562.60 12,188,596.97

85.21%

（以下简称“建华医院”）和海宁康华医院有
限公司在建工程项目顺利开展。

其他流动资产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尚有金额为7.7亿元资
772,260,903.86

950,847.93 771,310,055.93 81118.13%

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
主要系上年度末因业绩承诺补偿方案需收回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的股份数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年度
3,465,000.00

22,366,074.85 -18,901,074.85

-84.51%

回购注销工作已完成，由此导致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减少。
主要系建华医院和海宁康华医院有限公司在

在建工程

54,659,288.87

29,240,338.96 25,418,949.91

86.93% 建工程项目处于正常建设阶段，必要的工程
项目支出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短期借款

主要系建华医院新设立的子公司房租及装修
19,727,727.46

13,563,201.28

6,164,526.18

45.45%

229,980,000.00

149,600,000.00 80,380,000.00

53.73%

82,623,150.20

113,552,071.30 -309,28,921.10

-27.24%

主要系为了支持公司经营发展而合理利用财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长期应付款

费增加所致。

务杠杆。
主要系建华医院本报告期支付融资租赁款所
致。
主要系建华医院本报告期支付融资租赁款所

3,148,058.19

83,778,011.43

-80,629,593.2

-96.24%

致。

单位：元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17年1-3季度

2016年1-3季度

变动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主要系依据财会[2016]22号文，公司在2016年
年度报告中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

税金及附加

4,291,868.93

1,350,155.62

2,941,713.31

217.88% 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
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
加”项目。本报告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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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发生的借款利息比上年同期
13,104,715.90

21,109,590.61 -8,004,874.71

-37.92%

减少所致。
主要系公司本期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

投资收益

品取得理财收益，以及注销重大资产重组业
26,806,692.37

672,771.83 26,133,920.54 3884.51%

绩承诺方补偿义务人业绩承诺补偿的股份而
确认的投资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主要系本期千足养殖的养殖基地遭受破坏性
24,754,478.86

6,345,581.56

18,408,897.3

290.11%

拆除的损失20,036,433.63元所致。

单位：元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7年1-3季度

2016年1-3季度

变动额

变动原因
主要系公司医疗健康产业稳步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变动幅度

253,278,489.31

154,742,237.45

98,536,251.86

63.68% 展，随着公司业务量稳步提升，药
品劳务采购亦有所增加。
主要系公司本期滚动使用资金购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950,626,618.00

39,660,000.00

910,966,618.00 2296.94% 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累计
金额为9.5亿元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
的现金

主要系公司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取
12,196,757.09

672,771.83

83,777,372.62

218,178,302.02

11,523,985.26 1712.9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得投资收益所致。
主要系建华医院本期购置设备比

-134,400,929.40

-61.60%

支付的现金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主要系公司本期滚动使用闲置资

投资支付的现金

1,720,000,000.00

6,660,000.00

1,713,340,000.00 25725.83% 金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累计金
额为17.20亿元。
主要系2016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0.00 1,493,299,974.10

-1,493,299,974.10 -100.00%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所
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主要系本期关联方为公司无偿提
108,040,000.00

199,742,410.00

-91,702,410.00

-45.91%

10,966,607.23

31,717,163.07

-20,750,555.84

-65.42%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供资金支持累计数同比减少所致。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的借款利息
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3月，千足养殖湖北省监利县养殖基地遭受当地政府及渔政、荆州市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单位的破坏
性拆除，公司预计产生7,552,644.50元损失；2017年5月，千足养殖湖北省洪湖市养殖基地遭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破坏性拆
除，公司预计产生12,483,789.13元损失。上述两项损失合计20,036,433.63元，公司已将上述损失计入公司2017年1-6月营业外
支出。
千足养殖就上述事项已提起诉讼。（1）关于监利县珍珠养殖基地设施遭受强制拆除事项，千足养殖就要求确认相关行
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向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一审已判决，千足养殖已向湖北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关于洪湖市养殖基地设施遭受强制拆除事项，千足养殖就要求确认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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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向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
2、经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建华医院参与了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组织的关于齐齐哈尔明珠医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珠医院”）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明珠医院1,529.822778万元债权的竞买活动。2017年2月22日，建华
医院与东北特钢集团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满特钢”）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根据《产权交易合同》，
北满特钢将所持有的明珠医院100%股权及1,529.822778万元债权转让给建华医院，转让价格为15,232万元。关于上述交易，
建华医院已支付5,000万元保证金。由于北满特钢于2016年12月9日进入重整程序，上述股权及债权转让的及时性受到影响。
目前，上述股权及债权的转让事项建华医院与北满特钢正在推进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2017 年 03 月 20 日

千足养殖湖北省监

2017 年 03 月 22 日

利县养殖基地设
施、湖北省洪湖市 2017 年 05 月 08 日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诸暨市千足珍珠养
殖有限公司经营业务受到影响的提示性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诸暨市千足珍珠养
殖有限公司经营业务受到影响的进展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诸暨市千足珍珠养
殖有限公司经营业务受到影响的进展公告（二）》

养殖基地设施遭受
当地政府有关部门
进行破坏性拆除

2017 年 06 月 10 日
2017 年 07 月 13 日

2017 年 09 月 26 日

2016 年 12 月 07 日

2017 年 01 月 06 日

2017 年 01 月 21 日
建华医院购买明珠

2017 年 01 月 24 日

医院 100%股权及
1,529.822778 万元
债权

2017 年 05 月 03 日

2017 年 06 月 14 日

2017 年 07 月 13 日

2017 年 08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的进展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诸暨市千足珍珠养
殖有限公司经营业务受到影响的进展公告（三）》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诸暨市千足珍珠养殖有限公司诉讼
进展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医院
有限责任公司拟参与竞拍齐齐哈尔明珠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医院
有限责任公司参与竞拍齐齐哈尔明珠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医院
有限责任公司参与竞拍齐齐哈尔明珠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医院
有限责任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医院
有限责任公司收购资产交割的进展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医院
有限责任公司收购资产交割的进展公告（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医院
有限责任公司收购资产交割的进展公告（三）》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医院
有限责任公司收购资产交割的进展公告（四）》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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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26.33%

至

48.11%

14,500

至

17,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1,477.75
目前，公司医疗业务处于良性发展时期，盈利能力较好。同时公司也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加强了原珍珠业务的降本增效工作，控制珍珠业务的亏损额度。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

初始投

本期公允价

类别

资成本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报告期内 报告期内
公允价值变动

累计投资收

期末

益

金额

购入金额 售出金额

资金来源
系董事会向重大资产重组业
绩承诺方回购注销应补偿股
份，实际不需支付资金。详见
2017 年 4 月 17 日刊登在巨潮

股票

0.00 -4,917,757.57

0.00

0.00

0.00 13,983,317.28

0.00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
m.cn）上《关于批准并授权董
事会向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
诺方回购注销应补偿股份的
公告》。

合计

0.00 -4,917,757.57

0.00

0.00

0.00 13,983,317.28

0.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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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海军
2017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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