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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3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公告编号：2018-76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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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新健康 股票代码 00050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海虹控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琴 刘雯雯 

办公地址 
海口市文华路 18 号君华海逸大酒店（原文

华大酒店）七层 

海口市文华路 18 号君华海逸大酒店（原文

华大酒店）七层 

电话 010-64424355 010-64424355 

电子信箱 ir@crhms.cn ir@crhms.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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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353,316.37 81,386,088.54 -7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273,418.22 -79,989,820.85 -1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2,681,162.89 -73,628,216.11 -25.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964,890.71 -182,843,785.35 108.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82 -0.0890 -1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82 -0.0890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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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9% -5.79%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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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158,461.95 1,448,558,143.15 -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18,848,607.46 1,405,060,190.52 -6.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25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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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海恒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74% 231,369,393 0 

质押 115,101,800 

冻结 39,381,040 

德清庆弘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1% 9,111,094 0   

刘荣赠 境内自然人 0.89% 8,001,895 0   

葛卫东 境内自然人 0.79% 7,067,821 0   

芜湖市全中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9% 6,197,814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9% 6,171,033 0   

张毅 境内自然人 0.68% 6,078,178 0   

章志坚 境内自然人 0.64% 5,710,300 0   

潘丽 境内自然人 0.58% 5,205,500 0   

汪铭泉 境内自然人 0.55% 4,963,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东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31,368,393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231,369,393 股； 

刘荣赠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041,895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6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001,895 股； 

章志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33,900 股外，还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576,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710,300 股； 

潘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00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5,204,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205,500 股； 

汪铭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4,963,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963,3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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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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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经营环境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均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随着2017年末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中国国新，公司内

部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司在报告期内陆续完成了包括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高层管理团队聘任以及公司更名等

重大事项，公司进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中国国新的全力支持下，公司以现有技术和服务能力为基础，高效整合内外

部资源，进一步提升市场覆盖率，不断扩大公司健康保障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国家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也给公司带

来了外部经营环境改善的重大利好。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成立，整合了原来由多个部委承担的医疗保障相关职责，结束了我国

医保管理九龙治水的格局，不但为全面提高我国医保管理水平和健康保障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公司一直致力于服务国

家的医保控费和医疗行为监管的核心业务解开了多年的症结。这必将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带来长远、积极的影响。 

（二）未来业务展望 

公司发展战略、业务规划和服务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以“一体三面”（一体：为完善健康保障服务体系提供支撑；三面：

医保控费服务、医疗质量安全评价服务、药械监管服务）为基本框架的业务发展战略更加清晰。以医保控费为切入点，以健

康服务管理为核心的医保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落地推广市场空间巨大，以“一个数据资源中心、一个协同应用平台、N个拓

展应用服务”的“1+1+N”健康保障服务平台，将成为大健康管理的基础设施、多部门一体化管理的纽带以及“三医联动”应用

服务的工具支撑，助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实现“政府看得见、机构用得上、老百姓得实惠”，在帮助地方政府打造“健康

城市”、探索医改经验等方面将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必将为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 

作为央企，政府端收费困境正在逐步破解，基础收费+打包付费的模式已经在部分统筹地区落地，由此将大幅度改善经

营业绩。由医保智能审核为核心延伸到对医疗机构事前事中监管的诊间审核服务的赢利模式也正在形成，随着卫健委职能调

整到位，医保局机构设置到位，公司业务的“空档期”将很快过去，以“三医”为框架的业务将迎来新的机遇和高速发展期。 

    （三）本期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推进医保综合管理服务能力建设，在公司覆盖的150个统筹区中，全面收费的既定目标在各地逐步

落实，截止报告期末，实现合同总金额同比增长203%。同时，在12个统筹区启动了诊间审核业务，将服务对象向医疗机构

延伸，目前公司已在陕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北、广东等省市100多家医院实现收费。公司目前覆盖的150个统筹地区的

医院数量近万家，未来收费空间巨大。 

报告期内，公司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DRGs点数法基金结算业务已经在浙江、广东、云南、广西等省的部分地市落地。

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55号）政策的要求，基于公

司在金华、柳州等地成功实现完整医保结算周期的支付方式改革试点经验，尤其是在衢州、佛山等地的千万级项目落地，其

服务价值和收费模式已经取得市场的广泛认同，作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市场先行者，在150个统筹地区的全面推广和落地，

市场空间巨大。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创新的“1+1+N”的健康保障服务平台项目正式落地镇江。作为1994年中国职工医保“两江试点”

城市之一，多年来镇江市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领域积淀了深厚的管理基础，创造了许多经验亮点。在新形势和新要求下，

公司为镇江提供的健康保障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在信息互联互通、要素良性互动、数据安全运营的新服务模式下，又将开启

全新的“镇江模式”，为中国医改在三医联动的市场化运营模式上探索出一条新路。“镇江模式”也将实现公司单一项目年服务

费从百万级向千万级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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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改善员工队伍结构，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强化研发能力，加大研发投入，成为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坚

定策略，并付诸于行动。“强总部、大运营、全国一盘棋”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已经在提升整体协同能力和营运效率上显

示效果。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22,353,316.3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273,418.22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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