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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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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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运盛 600767 *ST运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毅 邵乐 

电话 021-50720222 021-50720222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69号

1102-1103单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69号

1102-1103单元 

电子信箱 600767@winsan.cn 600767@wins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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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458,827,400.80 494,775,407.87 -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5,738,956.03 286,300,686.48 -3.6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45,580.72 -49,898,676.4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72,181,208.97 66,930,255.51 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38,647.84 -14,193,646.4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54,564.26 -11,816,698.9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60 -5.474 增加2.0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 -0.04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 -0.04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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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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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33 82,979,928 0 质押 53,508,343 

钟金强 境内自然人 1.55 5,300,000 0 无 0 

范仁高 境内自然人 1.06 3,600,011 0 无 0 

郑珍 境内自然人 0.97 3,303,294 0 无 0 

钱克龙 境内自然人 0.74 2,520,851 0 无 0 

冯伟 境内自然人 0.73 2,502,377 0 无 0 

丁铌蔼 境内自然人 0.56 1,911,317 0 无 0 

谢章芬 境内自然人 0.53 1,805,800 0 无 0 

翁逸亮 境内自然人 0.49 1,668,406 0 无 0 

杜志军 境内自然人 0.44 1,503,51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十大股东中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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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在战略层面，公司已基本完成存量房地产存货处置，继续深化医疗大健康战

略的实施推进，完成由房地产行业向医疗大健康行业的转型；在业务层面，公司进一步深挖医疗

信息化业务，积极开拓医药流通业务，稳步推进医疗服务业务，主营业务收入继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18.12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7.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73.86 万元，同比去年减少亏损 445.50 万元；剔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605.46 万元，同比去年亏损有所增加，主要原

因是融达信息软东诉讼案件导致本期预提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各主营业务板块发展现状如下： 

第一、医疗信息化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丽水运盛专注于医疗信息化项目的应用升级与服务，已完成基础建设（数据

中心、卫生专网）、智慧健康(区域 HIS、公共卫生、血液、120 急救等多个软件系统)和信息惠民

（预约诊疗、双向转诊、远程医疗等）三大工程建设，建成“一朵云、一张网、一个中心、四大

数据库、四大标准规范、六大业务应用”，项目应用覆盖丽水全市 10 家卫健行政部门、 22 家县

级以上医院、33 家公共卫生单位、225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含分院）、835 个村级卫生室，并对

全市所属 6,600 名医生进行 CA 认证。项目拥有丽水市近 300 万人口健康档案及医疗大数据，实

现丽水市人口健康数据、医疗数据的互联共享。报告期内，丽水运盛基于人口信息化平台，已实

现区域影像、移动诊疗车等业务收入的确认。 

融达信息 2019 年上半年按照既定战略全力开拓市场，核心业务平稳发展，绩效管理业务有较

大提升， 具体情况如下：1、进一步巩固了基层卫生信息化市场，通过加快老基层用户系统升级

和加大新版基层系统试点应用，公司核心业务整体保持了平稳发展。2、加大了区域全民健康平台

拓展力度，充分重视老客户挖掘，积极推动医共体解决方案应用。3、充分结合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政策，绩效管理业务在上半年度取得较大突破，三级医院用户数量持续增长，用户满意度不断提

高。4、公司中医智慧传承及慢病精细化管理业务项目相继落地上海市场，为开拓上海本地市场夯

实了重要基础。 

第二、医疗服务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旌德宏琳拥有旌德县中医院 60 年经营管理权，旌德宏琳通过对旌德县中医

院行使经营管理权而享有其收益权。旌德县中医院是集医疗、教学、康复、急诊于一体的公立综



合性二级甲等医院，是全县唯一一所以中医为特色的综合性医院。旌德县中医院项目采取“项目投

资、建设、运营、移交”的模式。公司于 2016 年启动旌德县中医院新院区建设，随着 2018 年新

院区投入运营，旌德县中医院的运营规模和就医环境均有明显提升。通过近三年的投入及项目培

育，旌德中医院已经步入良性经营状态，业务收入持续增长。 

第三、医药流通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运晟医疗的主营业务是医疗器械的销售，服务最终对象为医院、卫生服务中

心等机构，公司通过获取上游优质医疗设备、耗材试剂产品的代理权，向下游经销商及医院进行

销售。2019 年上半年，运晟医疗继续拓展终端医院渠道，实现业务网络扩张。 

未来，公司管理层将聚焦于医疗健康产业，依托现有的医疗信息、医疗服务和医药流通业务，

不断拓展医疗健康产业版图，提升公司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为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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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 4 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

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和转准则的

差异、调整计入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相关财务指

标。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文

件，变更财务报表格式）。上述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

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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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