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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通策医疗 股票代码 6007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浴华 赵敏 

电话 0571-88868808 0571-88970616 

传真 0571-87283502 0571-87283502 

电子信箱 huangyuhua@eetop.com zhaomin@eetop.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0 年(末) 

总资产 506,755,784.92 405,710,305.66 24.91 303,035,33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9,006,794.66 327,968,135.70 27.76 257,965,639.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458,832.10 84,634,011.01 32.88 73,361,593.99 

营业收入 378,939,778.35 315,926,021.10 19.95 243,425,12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1,038,659.02 70,002,496.57 30.05 49,121,54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132,110.90 68,302,479.08 27.57 48,479,752.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38 23.89 
增加 0.49个百分

点 
21.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44 29.55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44 29.55 0.31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10,5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11,49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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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杭州宝群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75 54,116,000  质押 24,116,000 

 

鲍正梁 
境内自然

人 
7.54 12,082,000  质押 12,082,000 

 

中国农业银行－国

泰金牛创新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47 7,158,885   
 

金鑫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98 6,380,715   
 

中国建设银行－工

银瑞信精选平衡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1 3,696,04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

FH002 沪 

其他 1.93 3,088,728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7 3,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景

顺长城精选蓝筹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8 2,369,781   
 

中国农业银行－中

邮核心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4 2,306,601   
 

中国工商银行－汇

添富优势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8 1,896,077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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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2 年，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宏观经济形势依然严峻，消费市场增长放缓。面对不利

的经济环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应对，紧紧围绕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努力克服各种不

利因素，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和挖掘新技术、培育新市场，加强成本管理，提升服务质量，稳

步推进各项工作，经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努力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78,939,778.35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9.95%；实现营业

利润 121,294,479.36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1,038,659.02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0.05%。公司 2012 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幅度较大

的原因在于各子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都有很大幅度的提高，更主要得益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杭州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以及宁波口腔医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的持续增加。报告期内，杭

州口腔医院合并营业收入为 292,214,539.77 元，比 2011 年增长 15.43%；宁波口腔医院营业

收入为 40,641,788.87 元，比 2011 年增长 34.11%。 

      公司能够保证快速增长的经营业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紧抓主业，调整结构，突出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为口腔医疗服务收入。公司通过不断调整内部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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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大新的利润增长领域，整合引进新技术、新项目,同时不断扩大利润增长点的布局。

2012 年，公司旗下子公司杭州口腔医院、宁波口腔医院等各子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增长。特

别是宁波口腔医院新院址搬迁完成，搬迁过渡平稳、客户平稳增长。 

      2、积极拓宽医疗市场，坚持密切联系市场 

      继续打造医院集团化的经营模式，公司积极加大拓宽医疗市场的步伐，并在注重服务、

密切联系市场方面狠下功夫。在公司品牌战略与市场经营理念的指引下，积极扩大外延式服

务。客户是医院生存的根本，在不断提升服务的同时，更要注重客户的需求。针对这些需求，

2012 年度公司各下属医疗机构组织医务人员外出进行口腔保健讲课、义诊，发放口腔宣传

资料等，还不定期推出一系列公益活动，如杭州口腔医院推出的"会员护牙沙龙"、"六一特

别礼物"、暑期的"护牙夏令营"活动、九月份爱牙日等活动，以及宁波口腔医院深入各写字

楼、社区、学校等开展爱牙、护牙宣传活动和现场医疗诊断等。通过这些活动极大地增强了

医院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基础，更重要的是赢得了市场。 

      3、抓好质量规范化管理，促进医疗业务发展 

      持续推进公司及各医院医疗规范化管理，推进管理制度的优化，以一体化体系建设为依

托，以成本管理为突破口，辐射至公司管理的各个领域，使各领域明确工作目标和工作要求，

提高管理效率；加强考核评价，强化公司内审机制，2012 年口腔医院管理公司不断完善医

院管理的标准化流程，持续加强对各医院的医疗质控的监督力度。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促进了医技人员的自我约束，提高了医疗质量。  

      4、加强行政规范化管理，提高整体运营效率 

      公司在推进医疗规范化管理的同时，积极推进各医院的行政规范化管理。公司在对下属

各口腔医院行政规章、服务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进行全面提升的同

时，总结经验，推陈出新，制定了通策医疗标准化手册，该包括口腔医院装修标准、口腔医

院服务标准、口腔医院院感标准等，提升了医院整体运营效率，并且为通策医疗的进一步扩

张奠定了管理基础。 

      5、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公司采取分岗位、分层次的培训体系，采取内部培训及外部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为各类

人员制定出个人成长和公司需要相结合的培训计划。同时公司积极与国内外知名口腔医疗院

校建立合作，在教育培训方面实现深层次的合作，以满足员工个人的成长及公司快速发展的

需要。公司通过组织及聘请技术专家团队、管理团队到各家口腔医院进行技术交流和工作指

导，进一步提高集团内各医疗机构的整体医疗水平，达到集团资源共享的目的。通过这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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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不仅提高了公司的整体诊疗水平，还为公司储备了必要的后备人才，为公司的发展提供

了人才保障。 

      6、加大集团化采购规模，降低各项成本支出 

      继续做好耗材招标和采购工作，配合医院引进新项目并积极开拓市场。2012 年度公司

进一步完善《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医疗物资采购管理制度》和《医院器材采购目录》；

全面推进预算管理，严格按预算控制费用，降低管理成本。 

      7、加强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同

时公司持续完善推进投资者关系建设，认真履行公司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树立和提高公司

形象。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内控体系，促进了公司的规范运作，提高了公司的治理水平。 

 

(一)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78,939,778.35  315,926,021.10  19.95  

营业成本 203,713,341.88  166,692,883.85  22.21  

销售费用 2,132,871.57  1,820,085.24  17.19  

管理费用 52,381,204.74  49,168,593.18  6.53  

财务费用 -3,726,689.46  -951,362.88  -291.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458,832.10  84,634,011.01  32.8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134,974.94  -20,033,494.51  -1,033.7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31,796,409.68  -100  

 

2、收入 

(1)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额 同比增减 

主营业务收入 375,480,306.35 314,412,797.60 61,067,508.75 19.42% 

其中：医疗服务收入 370,480,306.35 310,812,797.60 59,667,508.75 19.20% 

     管理服务收入 5,000,000.00 3,600,000.00 1,400,000.00 38.89% 

其他业务收入 3,459,472.00 1,513,223.50 1,946,248.50 128.62% 

合计 378,939,778.35 315,926,021.10 63,013,757.25 19.95% 

公司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9.95%，主要系本期医疗服务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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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由于本公司主要是以口腔疾病患者为服务对象，故本公司未对主要客户作进一步披露。 

 

3、成本 

(1)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成

本 
203,299,354.90 100 166,386,221.07 100 22.19 

管理服务 
管理服务成

本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成

本 
203,299,354.90 100 166,386,221.07 100 22.19 

管理服务 
管理服务成

本 
     

医疗服务成本：主要系公司本期口腔医疗服务收入增加，相应成本增加。 

 

(2)主要供应商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总额为 2941.55 万元，占公司年度采购总额的 51.06%。 

 

4、费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额 同比增减 

        销

售费用 
     2,132,871.57     1,820,085.24       312,786.33  17.19% 

        管

理费用 
    52,381,204.74   49,168,593.18     3,212,611.56  6.53% 

        财

务费用 
    -3,726,689.46      -951,362.88   -2,775,326.58  -291.72% 

公司本期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17.19%，主要系本期广告宣传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6.53%，主要系本期日常管理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同比下降 291.72%，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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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金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额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2,458,832.10 84,634,011.01 27,824,821.09 32.8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7,134,974.94 -20,033,494.51 -207,101,480.43 -1033.7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0 31,796,409.68 -31,796,409.68 -100.00% 

公司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32.88%，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

入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1033.78%，主要系杭州口腔医院对健康公司投资及

委托贷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100%，主要系本期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医 疗 服 务

收入 
370,480,306.35 203,299,354.90 45.13 19.20 22.19 

减少 1.34

个百分点 

管 理 服 务

收入 
5,000,000.00  100.00 38.89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医 疗 服 务

收入 
370,480,306.35 203,299,354.90 45.13 19.20 22.19 

减少 1.34

个百分点 

管 理 服 务

收入 
5,000,000.00  100.00 38.89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浙江省内 343,867,074.51 18.14 

浙江省外 31,613,231.84 35.42 

合计 375,480,306.35 19.42 

公司主要主营收入来源于浙江省内，主要为杭州口腔医院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口腔医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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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宁波口腔医院有限公司，而其他公司业绩也在提高之中。 

 

(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103,765,633.95 20.48 218,441,776.85 53.84 -52.50 

交易性金融

资产 
410,672.68 0.08 391,069.18 0.10 5.01 

应收账款 5,552,583.08 1.10 4,247,491.94 1.05 30.73 

预付款项 10,877,561.21 2.15 13,864,013.52 3.42 -21.54 

应收利息 345,210.31 0.07 0   

其他应收款 4,762,682.75 0.94 3,018,732.35 0.74 57.77 

存货 7,442,575.90 1.47 5,258,855.51 1.30 41.52 

其他流动资

产 
33,838.57 0.01 0 0.00  

长期应收款 170,000,000.00 33.55 0   

长期股权投

资 
21,883,033.02 4.32 0   

投资性房地

产 
11,269,445.25 2.22 0   

固定资产 71,124,455.60 14.04 70,867,353.34 17.47 0.36 

在建工程 14,611,158.83 2.88 198,831.11 0.05 7,248.53 

无形资产 15,398,676.14 3.04 16,860,212.86 4.16 -8.67 

长期待摊费

用 
19,285,489.07 3.81 20,753,309.98 5.12 -7.07 

应付账款 20,940,796.22 4.13 8,764,089.89 2.16 138.94 

预收款项 1,750,802.46 0.35 759,155.95 0.19 130.62 

应付职工薪

酬 
11,629,740.97 2.29 11,715,190.80 2.89 -0.73 

应交税费 9,512,973.77 1.88 13,130,297.81 3.24 -27.55 

其他应付款 8,530,641.99 1.68 12,405,851.71 3.06 -31.24 

预计负债 0 90,727.50 90,727.50 0.02 -100.00 

未分配利润 58,597,850.87 11.56 -32,440,808.15 -8.00 280.63 

货币资金：主要系公司本期投资性现金流出增加。 

应收账款：主要系公司期末应收宁波市城镇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公费医疗款增加。 

应收利息：主要系公司期末应收浙江通策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委托贷款利息增加。 

其他应收款：主要系公司期末应收宁波市地方税务局退税款增加。 

存货：主要系公司期末工程施工金额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主要系公司期末预缴企业所得税余额。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长期应收款：主要系公司期末应收浙江通策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委托贷款。 

长期股权投资：主要系公司参股浙江通策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投资性房地产：主要系公司对外出租部分昆口医院大楼房产。 

在建工程：主要系公司期末装修工程金额增加。 

应付账款：主要系公司期末应付材料采购款增加 

预收款项：主要系公司期末预收房租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主要系公司期末应付暂收款和拆借款减少。 

未分配利润：主要系公司本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增加。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1、技术优势 

      公司的口腔医师队伍力量强大，人才结构不断优化，通过人才引进和发展平台为进一步

吸引和培养医疗技术人才提供了可靠的保障。2012 年度公司加大了人才引进与培养，加强

了核心人力资源团队的稳定性，为医疗技术和临床诊疗能力的提高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管理团队优势 

      公司管理团队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并具有多年的医疗行业从业经验，对行业的特点有着

深刻了解。在日常管理上，重大事项提交到公司统一决策，日常经营工作按照公司统一规范

逐级开展。公司各职能部门对口腔医院相应科室实行职能直线制的管理模式，有效地提升了

整体管理水平和各下属医院的运营效率。 

3、品牌优势 

      公司作为首家医疗服务类上市公司，品牌价值和社会形象在报告期内迅速得到提升。公

司一直提倡"为股东、客户、员工、社会创造最大价值"的使命感，并不断通过提升"客户满

意度和忠诚度"的核心价值观来提升品牌美誉度，得到了患者、医技人员以及投资者的认同。 

4、专业服务优势 

      公司本着"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大力提高医院服务水平，使医院的服务质量得到不断

的提高。公司经过多年的积累，建立了符合公司发展的服务体系。各医疗机构积极更新管理

理念，打造医院服务品牌，通过以"成立服务监督小组，外聘服务督查小分队"等多种形式提

高各医院的服务质量。同时公司建立完善客户满意度评估和服务保障机制，促使公司服务质

量不断提高。 

 

(五)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21,883,033.02 元。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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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浙江通策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健康管理服务，投资成本为

24,000,000.00 元，投资比例为 40%。 

 

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委托贷款情况 

委托贷款项目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借

款

方

名

称 

委托贷款金额 

贷

款

期

限 

借

款

用

途 

是

否

逾

期 

是

否

关

联

交

易 

是

否

展

期 

是

否

涉

诉 

资金

来源

并说

明是

否为

募集

资金 

关

联

关

系 

预期收益 投资盈亏 

浙

江

通

策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170,000,000.00 5 

受

让

方

正

证

券

大

厦 

否 是 否 否 

资 金

为 杭

州 口

腔 医

院 自

有 资

金，非

公 司

募 集

资金。 

参

股

子

公

司 

本次委托

贷款利率

为浮动利

率，约定

按贷款实

际发放日

的人民银

行五年期

限贷款的

基准利率

上 浮

10%。 

本期已确认浙

江通策健康管

理服务有限公

司上述委托贷

款 利 息 收 入

2,447,854.93

元，已收到利息

2,102,644.62

元。 

为了支持通策健康管理发展健康产业，通策健康管理整体受让方正证券大厦。为确保本

次方正证券大厦受让的资金需求，推进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口腔医院

通过第三方（金融机构）委托贷款的方式借款人民币 1.7 亿元予通策健康管理。本次委托贷

款利率为不低于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10%，利息每季结算一次，委托贷

款期不超过 5 年。2012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口腔医院与交通银行杭州众安

支行、通策健康管理签署委托贷款合同。内容详见 2012 年 9 月 22 日、2012 年 10 月 10 日

及 2012 年 10 月 22 日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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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浙江通策口腔医院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9 年，目前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284,268,586.22 元，净资产 149,328,509.24 元。报告

期内，公司净利润为 48,942,870.33 元。未来该子公司的发展目标是：立足中国口腔医疗市

场，依托母公司的行业优势，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将其打造成为口腔医疗专业投资公司。

目前其子公司有杭州口腔医院有限公司、宁波口腔医院有限公司、沧州口腔医院、黄石现代

口腔医院有限公司、衢州口腔医院有限公司、北京通策京朝口腔医院有限公司、昆明市口腔

医院有限公司、杭州通策口腔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通策义齿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情

况： 

1、杭州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1952 年，目前注册资本为 4770 万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口

腔医疗服务。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杭州口腔医院总资产 304,914,861.70 元，净资产

171,401,385.14 元。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 292,214,539.77 元，主要为口腔医疗服务收入，

实现净利润 82,543,257.17 元；杭州口腔医院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15.43%、16.82%。 

      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杭州城西口腔医院有限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56,007,225.94 元，

实现净利润 9,086,815.19 元；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5.73%、11.06%。 

     下属全资子公司杭州东河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2,768,097.98 元，实

现净利润 631,090.58 元；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0.91%、-22.51%。 

     下属控股子公司义乌杭州口腔医院门诊部，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15,062,987.63 元，实现

净利润 4,932,651.79 元；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51.64%、139.26%。  

2、宁波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5 年，目前注册资本为 600 万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口

腔医疗服务。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宁波口腔医院总资产 27,018,497.68 元，净资产

18,690,029.13 元。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 40,641,788.87 元，实现净利润 6,227,484.24 元；宁

波口腔医院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34.11%、11.55%。 

3、沧州口腔医院 

      该公司成立于 1954 年，目前注册资本为 944.15 万元，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

口腔医疗服务。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沧州口腔医院总资产 16,880,668.92 元，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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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50,403.99 元。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 11,000,814.19 元，主要为口腔医疗服务收入，实

现净利润 2,475,712.08 元；沧州口腔医院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2.13%、52.39%。 

4、黄石现代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6 年，目前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口

腔医疗服务。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黄石现代口腔医院总资产 7,879,597.60 元，净资产

7,028,456.24 元。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 6,234,956.83 元，主要为口腔医疗服务收入，实现

净利润 1,610,021.32 元；黄石现代口腔医院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1.65%、48.76%。 

5、衢州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7 年，目前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口

腔医疗服务。截止2012年12月31日，衢州口腔医院总资产2,867,803.15元，净资产887,709.37

元。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 7,058,916.61 元，主要为口腔医疗服务收入，实现净利润

1,025,075.68 元；衢州口腔医院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增长 34.67%、190.79%。  

6、北京通策京朝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7 年，目前注册资本为 610 万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口

腔医疗服务。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北京通策京朝口腔医院总资产 2,208,417.19 元，净

资产-1,215,088.98 元。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 3,627,624.90 元，主要为口腔医疗服务收入，

实现净利润-632,360.52 元；北京通策京朝口腔医院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91%、亏损同比下降

36.85%。 

7、 昆明市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该公司在 2011 年 5 月 18 日完成改制，目前注册资本为 4333.44 万元，为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主要从事口腔医疗服务。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昆明市口腔医院总资产 51,483,002.34

元，净资产 46,527,494.62 元。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 13,018,065.92 元，主要为口腔医疗服

务收入，实现净利润 3,111,427.33 元。昆明市口腔医院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增长 120.34%、

3712.12%。  

8、杭州通策口腔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9 年，目前注册资本 100 万元，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主营范围：受医院委托管理，医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报

告期内，营业收入 3,042,718.45 元，利润 246,874.73 元。 

（2）杭州通盛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9 年，目前注册资本 800 万元，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医疗行业的投资管理。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5,240,000.00 元，利润

为-959,579.7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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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该子公司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公司旗下筹备发起的各基金的管理公司总部，充分发

挥公司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以医疗投资管理为主的专业管理技能，作为发起筹备成立基金

的管理公司收取固定管理费及获取超额业绩奖励，为公司降低管理成本、增厚公司业绩。   

（3）杭州通策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通策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9 年，目前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投资管理。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5,000,000.00 元，净利

润为-132,416.38 元。其下属子公司为杭州通和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杭州通和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目前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为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医院装饰设计咨询，建筑装饰装潢。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3,620,188.00 元，利润-18,397.73 元。 

（4）公司从事辅助生殖未来的经营计划及发展前景： 

      辅助生殖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医疗服务市场。随着人们生存压力加大、环境的恶化、

生理机能的衰退、以及生育年龄的推后，不孕不育的发病几率在不断增加；同时伴随我国人

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引进和普及，国内患者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的需求量料将持续保持旺盛。 

      2012 年 5 月底，公司与波恩(Bourn Hall)签订提供服务和授权合同书。波恩公司将和公

司在中国率先建立两个"旗帜"IVF 中心，并由波恩中国(波恩英国持股30%，本公司持股70%)

进行管理，在这两个旗帜中心成功运作后，计划以加盟形式管理其他的 IVF 中心。波恩(英

国)将授权波恩中国波恩品牌和技术，并提供质检、培训和市场营销服务。 

      2013 年开始，公司将充分利用获得授权的 Bourn Hall 品牌和国际领先辅助技术，与国

内各类型辅助生殖医疗机构展开多种形式合作，引进国际学科带头人，培育辅助生殖管理团

队和专家技术人才，建设"旗帜"IVF 中心和昆明地区辅助生殖中心。 

 

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名

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年度投入

金额 

累计实际投

入金额 

项

目

收

益

情

况 

浙

江
24,000,000.00 

根据公司 2012 年 8 月 29 日通

过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24,000,000.00 24,000,000.00 

未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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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策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议决议及《出资协议书》，本期

子公司杭州口腔医院与自然人

鲍正梁、杭州通策旅游投资有

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浙江通策

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投资

总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其

中杭州口腔医院出资 2,400 万

元，占实收资本的 40%；杭州

通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2,400 万元，占实收资本的

40%；鲍正梁出资 1,200 万元，

占实收资本的 20%。鲍正梁为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已

于 2012年 9月 4 日办妥工商设

立登记手续。 

生

收

益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口腔医院、公司第二大股东鲍正梁及公司关联方杭州通策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浙江通策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本次投资的关联方为公司第二大股

东鲍正梁及杭州通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其中鲍正梁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通策旅游是公司

第一大股东杭州宝群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为本公

司的关联公司。本次共同投资设立新公司是为了发展健康产业，充分发挥地方资源和公司的

产品优势，提升健康管理与服务模式。 

 

二、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2012 年，受益于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医疗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受人口老龄

化、疾病的变化、高端医疗需求的发展、新医改推进等因素的刺激，我国医疗服务的需求日

益增长，居民诊疗、住院的数量和意愿都逐年提升，成为推动我国医疗服务行业快速发展的

根本动力。 

      随着扶持政策的出台和行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空间被打

开，行业竞争格局加剧，多元化的办医格局已经逐步形成。作为市场化充分的专科医疗服务

领域，各路资本集聚，特别是口腔以及辅助生殖医疗服务行业，正进入整合加快，集中度加

速提高的阶段，各类资源向优势企业转移、集中的趋势明显。 

    2013 年，伴随着国家深化医改和扶持民营经济进入医疗服务行业的政策细则深入执行，

民营资本竞争加剧，同时也给具有先发优势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机遇。 

 

(二)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致力于以促进我国医疗事业发展为已任，在努力做好、做实口腔医疗服务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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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辅助生殖医疗服务领域，将公司打造成全球规模最大、服务人群最多、最具投资价值的

牙科与 IVF 医疗集团；同时注重资产管理能力，运用资本运营手段，追求股东价值和社会

效益最大化，把公司建设成管理科学化、经营规模化、市场国际化的顶级医疗服务集团及国

际和国内主流资本市场长期关注的和持续认同的具有卓越资产管理能力的现代化企业。 

 

(三)经营计划 

2013 年是公司加大投入，深化管理内功的关键年。公司 2013 年度经营计划的主要目标

是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以上，加大对重点区域医院的扶持力度，迅速实现区域市场

地位提升，尽快培育其成为区域龙头行业旗舰医院，力争内生性增长和外延式扩张同步进行，

在存量资产医院业务稳健发展的同时，增量业务达到明显补益，为未来几年加速发展奠定新

的基础。 

      为了实现经营目标，2013 年公司推行如下经营策略： 

      一、口腔医疗领域经营模式深入推进转型升级，细分医院发展类型，实行三大事业发展

模式，提供有针对性的管理服务。 

      三大事业发展模式分别为： 

      （1）以新杭口为样板的特大型（或特色型）口腔医院发展模式。 

      （2）以宁口、昆口等为核心的省级大型口腔医疗集团发展模式。 

      （3）以衢口、沧口、黄口等为代表的地市级中、小型口腔医院发展模式。 

       为保障三大事业发展模式的成功，公司将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重大举措： 

      （1）推行人才优先战略 

      人才是第一资产：公司人力资源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竞争力的高低。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要，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配置一批德才兼备的专家型人才，从技

术、管理、营销服务等各个方面，不出现短板，确保公司均衡的整体性竞争优势。从行业横

向现状与未来的视角，重新合理评估人才价值；并结合行业市场实际，确定相对有竞争力的

薪酬制度体系（包括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等）；以便在留住既有优秀人才的基础上，加速引进

医疗行业优秀管理人才、营销服务人才以及更多的技术 

      （2）推行品牌运作与市场营销战略 

      品牌是公司综合竞争实力的直接体现。医疗品牌的成功三要素：政府肯定；同行认可；

百姓满意。医院经营=市民中的品牌（客户）+行业中的品牌（医生）+管理+资金。 

      （3）推行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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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4P 理论（产品、定价、渠道、促销）升级到 4C 理论（消费者、承受价、便利性、

沟通）；拓展渠道、品牌传播；发展老客户+新客户；提高内部营销与接诊能力；加强客户

管理：全方位客户开发、维护、发展管理，重视客户体验。 

      （4）推行技术领先战略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与国内外著名院校紧密合作；坚持技术领先战略：强调技术

的国际接轨；提高相对性竞争壁垒；系统内资源共享（人才、信息化资源共享），保持领先

地位。 

      （5）推行信息化战略； 

      全力打造业务财务一体化管理：管理理念、流程整合到 IT 中；连锁化管理；内部客户

与外部客户管理、营销管理、品牌传播管理；管理导航。 

      （6）推行管理创新战略： 

       管理平台搭建：统一手册、统一资源整合、统一培训 

       管控模式转变：经营管理型向战略管理型转变 

       管理职能转变：服务（沟通）职能：人力、财务、法务、物流、信息、工程管理垂直

管理。营造医院文化： 

      实行 VI 形象统一、员工素养与品牌战略；通过内控手段建立完善、切实实施制度文化；

推行公司经营理念：为客户创造价值，注重客户体验（内部客户、外部客户）。 

    二、辅助生殖领域经营模式以管理及品牌输出为主，采取多种形式合作共建大型辅助生

殖中心，培育辅助生殖领域经营管理团队和技术专家，做好全面经营辅助生殖的业务准备。 

      三、加快公司内生性增长步伐，在优势资源集聚地区，利用旗舰医院品牌及人才管理优

势，进行区域扩张；持续跟进现有公司外延式并购进程，保持参与公立制医院改制具有丰富

经验的先发优势，全力推进并购进程。 

      四、根据公司发展状况，适时运用资本管理及运作平台，采取多样化的资本运作手段，

实现公司的跨越发展。 

      五、加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全方位的标准化管理，防范管理风险，完善治理结构，

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为股东带来持续、稳定的回报。 

 

(四)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2012 年公司通过参股合营公司通策健康管理购入平海路 1 号大厦，并整体租赁筹备建

设杭州口腔医院总院。公司目前杭州口腔医院总院建设项目处于设计阶段，通过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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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融资等方式可以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来源保障。 

 

(五)可能面对的风险 

1) 政策风险 

      医疗服务总体看来应当作为一项关系民生的公益事业，并且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因此该行业的发展受政策牵动较大，相关监管政策或准入机制的变化，可能对投资的进

入和退出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医疗服务领域的政策风险不容忽视。 

2) 医疗风险 

      各类诊疗服务由于医学事业发展水平的局限、患者个体差异、病况的差异、医生素质的

差异，以及其它不可抗因素的作用，在诊疗过程中难免存在风险，尤其是在医患关系相对紧

张的现阶段，一旦出现意外情况，无论医疗机构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都会给医疗服务的开展

带来一定的麻烦。医疗责任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一风险带来的损失，但无法完全避

免。 

3) 社会认知风险 

      整体民营医疗机构由于起步晚，在医疗专业技术、管理水平等方面原本就与公立医疗机

构存在差异，加上部分民营机构缺乏诚信，存在一些不规范的行医行为，损害了行业的整体

形象。公众对民营医疗机构缺乏信任。 

4) 成本风险 

      包括建设或收购成本过高的风险以及人力成本增长过快的风险。口腔医疗机构普遍存在

的人才缺乏和技术队伍不稳定的风险，导致服务质量和患者队伍的不稳定。口腔行业作为技

术密集型行业，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对医疗机构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

公司没有持续吸引足够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政策，将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面临人才短缺

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