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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3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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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国新健康”投资者交流活动）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机构投资者： 

北京东方睿石投资:徐冶丹       北京高正投资:高大兵  刘思源 

北京中据投资:邹翔             北京东方恒通:潘辉  

北京中鑫资本:姚力群  刘继红  程妍   

北京辰阳资产:李响             北京高信百诺:李颖俊 

北京一德期货:卢阳             上海混沌投资:丘舒啸            

广东鼎力投资:郝继伦           深圳前海基金:高德良 

深圳鼎萨投资:韩旸             辽宁雨泽投资:张骅锦 

成都腾贝尔资产管理：朱修贤    广东鼎力投资：郝继伦 刘泽兵 

华润资本：贾滢                杭州汇富投资：许淮亮 

共青城乾和投资：孙建波        南华基金：刘深  徐顺利 

金元顺安基金：张博            大成基金：魏庆国 

东吴基金：徐亦达              光大永明：高广新 

安邦资产：何英慧              泰国海洋集团：何韬涛 

银河证券：李冰恒              务聚投资：朱一峰 

招商证券研究所：范昳蕊        中信证券研究所：潘儒琛 

海通证券研究所：于成龙        华泰证券研究所：郭梁良 

广发证券研究所：王奇珏        方正证券研究所：王建辉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贺菊颖    国盛证券研究所：杨春雨 

股商投资：赵力行              财通证券：张文录 

北京方腾融达商贸有限公司：杨继军 

华商基金：高兵                招商证券（云计算）：潘艺轩 

东北证券：何柄渝              中意资产：臧怡 

个人投资者： 

周威、张晓明、康硕、李奇琪、魏星、游毅、戴勇毅 

时间 2019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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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北京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总裁：韩炜 

监事、国新健康研究院(筹)负责人：孙立群 

财务负责人：黄雪堂 

董事会秘书：肖琴 

总裁助理、数据部负责人：赵明 

药监事业部负责人：白玮 

医药保险事业部负责人：周东亮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董事、总裁韩炜，监事、国新健康研究院（筹）负责人孙立

群，董事会秘书肖琴，总裁助理、数据部负责人赵明，药监事业部负

责人白玮，医药保险事业部负责人周东亮等公司人员就公司基本情况、

行业环境及政策情况、核心产品及公司定位和战略发展等向投资者做

了介绍，并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一、公司基本情况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公司以为“健康中国”国家战略保驾护航为己

任，以实现“让人人享有公平、公正的健康保障服务”为愿景，以构

建“中国健康保障服务新体系”为企业使命。公司定位为健康医疗大

数据服务公司，以创新科技为手段，聚焦“1+1+N”健康医疗保障服务

大数据平台，专业从事于“医保基金综合管理服务、医疗质量安全服

务、药械监管服务。 

二、健康保障服务领域行业环境及政策情况 

（一）行业环境 

1、国家层面打造了以健康为导向的新机构，搭建“大卫生、大健

康”新格局，通过将医保基金和管理权职进行高度统合，充分发挥其

医保基金资源配置者的作用，让医疗保障成为医改最主要的推手。 

2 “健康中国”新战略为健康事业发展打开了新局面，全国各地

“健康中国”、“健康城市”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并持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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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疗健康行业已全面进入信息化、大数据时代。政府层面，各

级管理部门聚焦推进全面健康信息化、互联网+医疗健康以及便民惠民

服务等；市场层面，信息化、智能化健康产品和服务领域吸引了大量

资本投入，成为各大公司的布局重点，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有效推动

了健康产业创新发展。 

4、利用互联网信息化技术打通信息壁垒、整合行业资源成为新发

展趋势。 

（二）政策情况 

1、重点打造高质量医保管理体系。一是加强医保基金管理，完善

监管体系建设，二是全面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研究推广基于大数据的按病种（病组）付费改革，制定

并完善全国统一的 DRGs 付费政策、流程和技术标准规范，开展 DRGs

付费改革试点。 

2、构建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以绩效考核为抓手引导公立医院

行为，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推动医疗服务从“信息化”向“智慧化”

转变，打造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医联体建设。 

3、深化医药领域改革。一是加快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二是

以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作为突破口，推动医改在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取得新的进展，加强对中标药品以及所涉及到的原料药生产企

业的监测，加强对公立医疗机构优先使用集中采购中标药品的监测。 

三、公司核心产品介绍 

公司以创新科技为手段，提供“一个数据资源中心、一个协同应用

平台、N 个拓展应用服务”为架构的“1+1+N”健康医疗保障服务大数

据平台，专业从事于医保基金综合管理服务、医疗质量安全服务、药

械监管服务。 

国新健康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四库二十四系统”，利用自主研发

的毫秒级智能审核引擎、DRGs 疾病分组器等行业领先技术，为协助各

级医保部门管好老百姓的“救命钱”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支撑了“三

医联动”综合改革。目前，国新健康业务覆盖 24 个省份的 155个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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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每年处理近 8亿就医人次和 700 亿条诊疗数据。 

（一）医保基金综合管理服务 

1、医保智能审核服务（含第三方支付评审服务） 

自主研发并拥有知识产权的“四库二十四系统”是国新健康长期专

业积累的知识结晶，具有技术领先性，已在医保精细化、专业化管理

服务实践中得到了检验，为构建医保智能审核、医疗健康大数据应用

等庞大的业务体系奠定了核心基础，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在临床知识库和医保政策库基础上，依托强大 IT 技术，国新健康

研发了毫秒级医保审核引擎，可全面高效实现定性定量的自动逐单智

能审核，无遗漏且速度快,速度达业内同类产品的 100 倍以上，可以

快速完成大规模数据审核。 

智能审核是指以控制医保基金不合理支出为目的，为医保部门的结

算单据审核提供第三方专业服务，实现对医疗费用自动、快速、标准、

规范的逐单审核。这是国新健康的基础和核心优势业务，目前覆盖率

和技术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2、医院端诊间审核服务 

公司将审核服务从事后审核，向前延伸至医护人员的工作站，在诊

间进行事前提示和实时审核。在医保费用发生前根据参保人员既往就

医情况、医保支付政策和相关审核规则等因素，对医生进行事前提醒，

减少医保基金违规支出。 

3、DRGs 服务 

为服务于各地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国新健康依托 DRGs 在国际上的

应用实践，结合本土实际，自主研发了 DRGs 疾病分组器，创新应用 PPS

点数法，在 DRGs分组的基础上，以信息化与数据服务为抓手，通过大

数据测算制定出每一个组别的付费标准，并以此标准对定点医疗机构

进行预先支付，实现“总额预付，年终结算，结余留用、超支自负（或

共担）”，在全国最先尝试医保基金分配从数量付费向质量付费的支

付方式改革。 

金华是全国最早由医保主导实现全医院、全病种 DRGs 结算分配的



5 
 

地区，2016 年 7月起用于基金结算，目前已完成两个全财年基金结算，

成效显著。公司 DRGs 服务在柳州、佛山、衢州、台州、红河州、攀枝

花等地均已落地实施；广西全区，南京、合肥、四川省本级、防城港、

镇江等已确定运用公司 DRGs分组器。 

DRGs 作为标准化的管理工具，既可应用于医保基金支付，也能用于

医院绩效管理。医院 DRGs 应用是医保基金管理和控费的有力抓手，是

医院绩效考核分析的精准管理工具。医院 DRGs将临床诊疗标准、药耗

等资源使用、医疗质量及费用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完美地实现了业

财结合这一现代化医院管理新需求。医院 DRGs系统全方位支持管理者、

医务工作者从医院、科室、病区、医师、病组等多视角了解医疗资源

配置和使用效率，逐层分析业务问题及其根本原因，以支撑医院在计

划管理、人事管理、医疗管理和经济运行管理及信息管理等方面优化

决策。目前，公司医院端 DRGs 系统已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正式

上线。 

4、商保服务 

国新健康的商业健康保险第三方服务（TPA）依托于自身用户层资

源、网络及健康大数据，为商业保险的产品设计、运营管理、客户服

务、社保 - 商保合作项目等提供对应的产品及解决方案。提升被保险

人的服务体验，同时促进商业保险的健康发展。 

（二）医疗质量安全服务 

国新健康承建的湖北省医疗服务智能监管系统已全面落地，完成湖

北省 17 个地市、105 个市县区卫计委、304 家医疗机构的系统部署工

作，涉及金额 616.14 亿元，发现和整改问题单据 163.98 万条。2018

年全省下半年事后问题单据数较上半年下降 15.28%，问题金额下降

17.16%，在规范医院和医务人员诊疗行为上取得了初步成效。 

该项目已经通过华中科技大学陈建国副校长、协和医院姚尚龙副院

长等省内知名专家的验收论证会。已列入湖北省政府为“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中办督办的重点工作。 

（三）药械监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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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健康依托在食品药品监管行业独特的 IT 服务能力，构建从政

府、企业到消费者的智能化保障体系；促进政府、企业、消费者各节

点的数据融合；构建社会共治化监管网络，为各级市场监管单位提供

高效监管的数据服务；推动市场监管体系“质量强国”的国家战略。

目前公司食药安全保障服务平台已覆盖全国 23个省。 

四、公司定位及战略发展 

国新健康将以“大平台、大数据、大健康”为业务方向和特色，努

力构建全新的以信息化、大数据为基础的健康保障服务新体系，致力

于发展成为一流的国家级医疗健康大数据运营公司。公司积极布局和

构建全生命周期大健康产业链，打通 “市场+数据+产品+服务”价值

链，通过数据产品化，产品服务化，服务运营化，运营平台化，实现

价值变现。 

中国国新对国新健康的投资，推动了健康保障服务产业的发展，

是补足民生“短板”、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的有力举措。 

 

投资者互动交流 

 

一、关于中国联合健康医疗大数据有限责任公司的筹备情况 

答：中国联合健康医疗大数据有限责任公司名称预核准已完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牵头正与有关监管部门、中

央企业、科院机构、行业协会以及与健康医疗大数据相关的信息化企

业等共同推进中国联合健康医疗大数据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相关工作，

中国联合健康旨在进一步打造中国国新医疗健康大数据全产业链，促

进国家医疗健康大数据合法合规使用，从而更好地贯彻落实“健康中

国”战略，国新健康作为中国国新在健康保障服务领域的战略性项目，

未来与中国联合健康的合作模式将多样化，将更有利公司医疗大数据

商用化业务的推进。 

二、请介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大概还需要多久完成？ 

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目前各项工作正常进展中，本次交易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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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全力推进各项工作。但由于本次重组工作涉及到批

准或授权较多：1、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报告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程

序；2、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3、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4、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5、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内部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时间表不方便透露，但目前都严格按

照此时间安排进展各项工作，相信能够按计划完成此次收购任务。 

三、国家医保局招标结果没看到公司，会不会影响公司下一步业务

发展？  

答：本次招标是医保局信息化建设和软件招标，公司并非该领域软

件服务商。公司定位为健康医疗大数据服务公司，在医疗信息化的基

础上提供“1+1+N”健康医疗保障服务大数据平台，专业从事于医保基

金综合管理服务、医疗质量安全服务、药械监管服务。国家医保局的

招标情况并不影响地方医保局的招标结果。 

国新健康将在中国国新集团的带领和支持下，与相关部门积极沟

通，大力推进公司业务拓展和深化。本次中标结果不会对公司业务进

展造成不利影响。 

四、请介绍公司商保业务进展情况。 

商保业务方面，公司在保险直赔、保险快赔、处方外配、慢病管理

等方面持续发力。2018 年，公司与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了《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开展多层次、深层次和全方位的合作。处

方外流及慢病管理方面，公司凭着丰富的行业经验，提供全流程的慢

病运营管理服务。公司与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入合作，共

同推进温州市门诊慢性病药品第三方配送试点工作，让“智慧云药房”

成功落地，助力温州市政府打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病管理与医保协

作的机制的创新试点。以上业务模式均在稳步推进中。 

五、公司今年实现扭亏为盈的措施有哪些？ 

答：公司将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实现多元化发展，积极落实项目实

施，推动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相互发展，持续提高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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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采取了一系列降本增效的措施，同时公司也在积极推进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重组完成后，也将对 2019年财务情况产生积极影响。 

 

在与投资者的沟通过程中，公司管理层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等规定，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

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同时已按深交所要求签署调研《承

诺书》。 

附件清单（如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