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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2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电话会议交流）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1、特定对象调研：天风证券李慧瑶，东证资管江琦、周云、秦

旭文、张伟锋、谢文超、杨仁眉、孙梦瑶，中海基金许定晴、

梁静静，中欧基金贾雅希，中信保诚基金闾志刚、王岩，中庚

基金郑宁，汇添富基金谢杰，兴全基金隋毅，华泰柏瑞基金谢

峰； 

2、电话会议：海通证券梁广楷、杨祎昕、黄诚、李泽民，天弘

基金宋鹏、程仕湘、郭相博，博时基金柴文超，中欧基金田川，

汇添富基金马磊，华宝基金杜舟、周领，交银施罗德基金柳轩，

华安基金裘倩倩、桑翔宇，平安基金许汪洋，汇丰晋信基金骆

莹，长盛基金张伟光、乔林建，长城基金梁福睿，安信基金王

威、徐衍鹏，诺德基金陈少波，中银基金王帅、张发余、李文

广，富安达基金许睿、刘云鹏，东吴基金毛可君，建信基金潘

龙玲，西部利得基金李韵滢，申万菱信基金汤一枝，泰康资管

王丹、郑爱静、吕卓远，太平养老保险姚宏福，国寿安保基金

刘志军、谭峰英，华富基金竺高雁，上银基金蒋纯文，南华基

金刘斐，宝盈基金杨明隽，易同投资戴代发、葛云霄，九泰基

金王义、缪双妍，合煦智远基金陈婧琳，平安养老保险王毅成、

陶歆蔚，汉和资本贾文斌，浦银理财葛向宇、陈金盛，申万宏

源证券郑昊，Open Door Investment Anna Liu、阙震洋，中海基

金刘俊、薛杨，东海证券杨莹，广州金控投资刘晗，长城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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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纪元，恒远资本范世军，源乘投资曾尚、刘小瑛，准锦投资

戴德舜，Xingtai Capital Luna Guo，New Silk Road Investment 

Ingrid Wei，中泰证券彭婷、张重九，吉渊投资蒋栋，前海圣耀

资本段紫薇，三星证券 CHO YONG HYUN，通用技术资管李悦、

张佳博，Green Court Capital 孙亮，恒越基金崔宁，UG Fund 

Lucia，徳摩资本赵妍洁，燕园资本焦俊凯，津圆资管韩佳敏、

林俊艳，建信养老王新艳，鹤禧投资耿荣晨，华能贵诚信托周

静，景泰利丰基金吕伟志，汐泰投资冯时，中信建投基金谢玮，

创金合信基金李晗，Power Pacific Corporation D smile，汇利资

管唐玉堂，名禹资产王友红，弘尚资产华如嫣，涌悦资产成胜，

明河投资张桥石，中天证券马玥，涌津投资傅逞强，博远基金

彭勇，淳厚基金王晓明，海通营业部米永峰，华元恒道余汝意，

睿扬投资王倩，前海固禾资管王生瑞，AIHC 夏炎、张威，金元

顺安基金张博、贾丽杰，于翼资产张智聪，浙商证券翁晋翀，

中域投资袁鸿涛，华泰证券资管李沙、刘建义，汇升投资陈心

言，华泰证券李艳光，九泰基金马成骥，彤源投资陈晓蕾，宝

盈基金汪元刚，兴亿投资田骏飞，中欧瑞博投资江昕，万家资

管傅一特，淳厚基金陈浩，常春藤资管刘涛，浙商证券资管戴

颖，乘是投资赵志海，Miura Global Lina Fan，财通证券叶铮，

永安国富资管张文平，鲸域资产周维维，华能贵诚信托王倩云，

光大证券资管季运佳，朱雀基金洪露，大家资管钱怡，歌斐诺

宝胡昌杰，国金证券朱明睿，海通国际超弦基金王英杰，里思

资管刘潇羽，Dong Xing Securities Jessie Guo ，一村资本潘江，

光大兴陇信托赵东宇，同犇投资何先畅，华宝信托顾宝成，China 

Pacific Insurance Wang Nan，中信建投资管魏歆，长江养老保险

戴亚雄， China Pinnacle Equity Lin Na，Kadensa Capital Zhiyuan 

Zhao，安域资产刘风华，中英人寿朱睿，申万宏源证券龙向东，

东吴期货陈佳丽，宏流投资张海地，东证融汇证券刘伟刚，兴

聚投资魏志华，淳厚基金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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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2021年 2 月 25 日 09:30-12:00天风证券组织 

2、2021年 2 月 26 日 10:00-11:00海通证券组织 

地点 1、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2、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1、总裁刘瑞轩、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丁震、财务总监王亚星、

证券事务代表杜睿男 

2、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丁震、证券事务代表杜睿男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主要介绍公司经营发展的简要情况，具体内容如下： 

1. 公司基本情况及发展历史介绍 

公司以大健康医疗服务和现代医学技术转化应用为主业。

目前，公司正在运营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

心医院、西安国际医学商洛医院等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同时

正按三甲标准建设商洛医院（新院区）、康复医院等医疗项目。

此外，公司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模式、打造医联体合作网

络。公司聚焦主业，集医疗、教学、科研、健康管理、康复保

健于一体，充分利用现有高水平医疗服务平台，根据医疗需求

持续扩大业务规模，打通大健康产业链条，促进内生增长，推

进外延扩张，增强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盈利能力，公司正在打造

行业领先的提供全生命周期医疗服务的健康管理集团。 

自1998年西安高新医院筹建，2002年正式开诊，2009年西

安高新医院获批成为中国第一家社会办医三级甲等医院，2019

年9月25日，国内建成的最大单体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

院正式开诊，公司经过持续的运营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综合医

疗行业改革发展的创新模式。 

公司集中优势资源，加快主业发展，医疗服务业务规模快

速增长。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的全面开诊，有效扩大了公司

整体经营规模，增强了医疗业务实力，大幅提升公司行业影响

力和市场竞争力，实现了公司旗下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高

新医院、商洛医院“三大医疗服务院区”的发展布局，搭建起

跨区域医疗服务连锁架构，对公司构建以医疗服务为主体的全

生命周期大健康服务平台具有里程碑意义。2020年，随着西安

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在用床位的持续攀升，以及高新医院二期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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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项目的投用，公司医疗服务业务将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公司持续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医疗服务网络建设工

作。公司与阿里健康合作打造的互联网医院上线运行以来，用

户关注量稳步增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司充分利用互联网

医院这一线上平台，紧急集结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西安国

际医学中心医院相关专家设立“肺炎专问”板块，为全国问诊

人员答疑解惑，服务众多患者。 

此外，公司深入开展与国际国内知名医疗机构的交流合作，

引进优秀人才、先进技术和服务理念，建设优势学科，依托区

域优质医疗资源，建立跨国跨地区的医疗合作机制，为广大患

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满足不同患者差异化的就医需求。 

2.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的介绍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占地307.61亩，建筑面积53万平方

米，规划最大床位5,037张，设各级手术室80余间，是集医疗、

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符合国际认证标准的大型三甲标准现代化

综合性医院。医院内设心脏病、胸科、消化病、骨科、肿瘤、

妇科肿瘤、血液病、脑科、整形、康复、儿童11个专科医院及

泌尿、肾病、内分泌、眼科、口腔、耳鼻喉等一大批综合门诊

科室，拥有影像中心、放疗中心、检验中心等开放式技术平台

等。医院于2019年9月25日正式开诊，为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医

保，生育、工伤、离退休医保定点医院。目前门诊、住院及手

术量稳步攀升，知名度不断扩大，西安地铁6号线开通运行后，

医院门诊就诊人数有所增加，也预计将对医院未来发展产生积

极影响。 

医院配有全国首台蔡司ZEISS KINEVO 900机器人手术显微

镜、西北首台西门子MAGNETOM SKyra 3.0T术中磁共振成像设备

（MRI）、西北首台飞利浦Ingenia 3.0T MR-RT放疗定位磁共振

设备、西门子“准7T” MAGNETOM Prisma 3.0T磁共振成像设备

（MRI）、陕西首台西门子SOMATOM Force超高端双源计算机断

层扫描成像系统（CT）、西部首台飞利浦IQON Spectral计算机

断层扫描成像系统（CT）、西部首台瓦里安Halcyon（速锐）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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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放疗系统、西北首辆卒中救护车、西北首套SORZE ICG荧光 3D

高端腹腔镜、第四代达芬奇Xi手术机器人、最长轴径的全景扫

描PET-CT uExplorer等各类医疗设备6000余台（套）。正在引

进质子放疗系统、赛博刀、PET-MR等医疗设备。 

3.关于公司下属医院获得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的介

绍 

    公司下属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分别获得“质子放射治疗

系统”配置许可、“高端放射治疗设备（X线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系统CyberKnife）”配置许可。 

目前，质子治疗中心设置在国内尚处于初级阶段，质子治

疗设备投放数量尚不能满足肿瘤患者的医疗需求。医疗行业

“十三五”期间，西北地区规划设置一套“质子放射治疗系

统”，上述“质子放射治疗系2统”配置许可是公司建设质子治

疗中心的核心条件，将为公司服务中西部地区肿瘤患者提供有

力支持，有助于将公司打造成为中西部医疗服务中心，质子治

疗中心的稀缺性、高科技含量和国际化定位，符合公司“同步

国际先进诊疗水平”的愿景，有利于提升公司医疗技术实力，

对公司医疗服务主业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4.公司辅助生殖项目发展的情况 

公司辅助生殖医学项目于2019年初获得卫生主管部门批准

后，开始为期一年的试运行，目前夫精人工授精业务已通过验

收正式运行，待获得卫生主管部门批复后将启动试运行IVF业

务，公司将积极与卫生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以加快项目验收相

关的各项工作。该项目拥有一流的专业设备和医疗团队，专业

特色为辅助生殖技术、不孕不育相关疾病咨询、筛查和诊治，

以及优生优育咨询和指导。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的妇产科是

西安市医学优势专科，新生儿出生率保持全省三甲医院的前三

名，这些优势将对国际医学生殖医学业务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

障。 

5. 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介绍 

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2002年投入运营，2009年获评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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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综合医院，是我国首家社会资本兴办的三级甲等综合型医

院；是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西北大学附属医院、陕

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延安大学医学院教学医院和博士后工

作站、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具有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是

陕西省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和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定点医院，2019年医院成为西安急救中心高新分中心、被

国家卫健委批准为首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等。医院设有51

个科室，拥有多项优势科室，其中神经内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建设项目、陕西省优势医疗专科；急诊医学科为陕西省临床

重点专科；心血管外科、普通外科是陕西省特色专科；妇科、

产科、医学影像科、核医学科是西安市医学优势专科。近年来，

医院在床位已经满负荷的前提下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 

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一期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二期扩

建项目已于2020年12月21日正式启用，为医院新增一栋12万平

方米的综合医疗大楼，增加洁净手术室，扩建门诊和医技中心，

新增医疗床位1,000张，医院整体医疗床位规模提高至1,500张

以上，已步入陕西省内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行列，成为西

安市区域性的中心医院。该院利用规模提升，细化学科分布，

增设亚专业，以亚专业分组为抓手，实现各学科的精深发展。 

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正逐步将老院区改造为以妇产儿等

特色专科为主的医疗院区，逐步形成综合医院与特色专科的互

补。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二期项目启用后，该院门诊量、住

院量实现较快增长。 

6. 西安国际医学康复医院的介绍 

西安国际医学康复医院建筑面积42.5万平方米，床位3600

张，按照国际认证标准和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标准规划建设。

内设妇女儿童医院、骨科医院和康复、中医、老年病医院等，

是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培训、康复于一体的专业康复医

学中心，其中妇儿、骨科、康复、老年等均为医疗市场中需求

较大的科室，建成后将与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互为补充，极

大满足患者需求，有效补充市场中服务供给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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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司具备的人才团队优势 

公司在多年的规范经营和不断发展中，聚集并培养了一大

批优秀的、具有丰富医疗业务管理及临床治疗经验的医疗专业

人才队伍。公司旗下医院人才结构合理，人才优势突出，由自

身培养和来自知名医疗机构、部队医院的“国之名医”、三级

以上教授、国家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等各学科带头人组成的专业高效的人才团队是公司取得长远

发展的重要保证。公司通过打造良好的人才培养、任用、评价、

激励体系，努力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环

境，为企业未来发展提供强大支持。 

2019年以来，随着公司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员工队伍持

续壮大，吸引医生、护士、管理人员及各类专业人员加盟。西

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医师系列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达

25%，硕士、博士学历人员占21%以上，在国家、省、市医学会

及其它各专科分会任职220余人次。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现有

医护人员3,900余人，从其他知名三甲医院、部队医院引进的占

85%，各专科医院院长、科室主任中，博士以上占61%；医生中，

硕士及以上占55%；高级职称占22%。担任省级以上行业主委、

副主委、各分会常委百余人，博士、硕士生导师60余人。西安

国际医学商洛医院医师系列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35%，

硕士、博士学历人员占8%以上，在各专业学会中现（曾）任主

委、副主委及常委10余人。 

8.公司拓展分级诊疗业务情况的介绍  

公司积极拓展分级诊疗网点，全力打造新型医联体，先后

设立了西安蓝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星、比亚迪医务站等，

托管204职工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已与陕西省内的50余

家基层医疗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构建区域医疗合作网络，将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服务更多的危重症患者。公司正在

努力构建立足西安，覆盖陕西，辐射中西部的医疗服务网络。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年 2 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