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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赵玲玲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王毅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潘晓华 

公司负责人赵玲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潘晓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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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56,691,559.17 644,767,298.85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44,300,943.35 519,424,796.56 4.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08,637.60 14,668,601.80 -93.1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1,115,528.92 96,098,739.70 2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4,876,146.74 22,000,540.06 1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9,763,772.58 19,979,286.94 -1.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68  5.12  减少 0.4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4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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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4 14.29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10,03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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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16,000 质押 43,616,000 

 

鲍正梁  境内自然人 7.54 12,082,000 12,082,00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

组合 
其他 1.93 3,099,818 3,099,818 无  

 

中国建设银行－交银

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1 2,587,311 2,587,311 无  
 

中国农业银行－交银

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59 2,543,124 2,543,124 无  
 

中国农业银行－交银

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2 2,272,746 2,272,746 无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

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3 2,134,774 2,134,774 无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

组合 
其他 1.29 2,070,564 2,070,564 无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

富优势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5 2,007,800 2,007,800 无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

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2 1,800,000 1,800,000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杭州宝群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4,1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116,000 
 

鲍正梁  12,0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82,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099,818 人民币普通股 3,099,818 
 

中国建设银行－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87,311 人民币普通股 2,587,311 

 

中国农业银行－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 2,543,124 人民币普通股 2,54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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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2,272,746 人民币普通股 2,272,746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134,774 人民币普通股 2,134,774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2,070,564 人民币普通股 2,070,564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0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7,800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分析 

预付款项 28,656,152.48 17,598,499.49 11,057,652.99 62.83% 主要系期末预付房租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6,301,759.47 2,902,904.75 3,398,854.72 117.08% 主要系待结算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7,340,424.00 9,681,780.00 7,658,644.00 79.10% 主要系杭口新大楼装修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502,944.34 13,383,057.01 -9,880,112.67 -73.83%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期初应付上年奖金

所致 

（2）本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单位：元） 

项目 本期 去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成本 73,381,560.74 50,231,021.17 23,150,539.57 46.09% 
主要系本期医护人员的绩效薪酬、医用

耗材以及诊疗场所租金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13,637.50 748,760.44 -535,122.94 -71.47% 
主要系宁波口腔医院诊疗服务营业税

免征所致 

管理费用 17,473,656.66 13,169,678.02 4,303,978.64 32.68% 
主要系本期员工薪酬、办公场所租金增

加所致 

财务费用 -127,927.89 -68,658.26 -59,269.63 -86.33% 主要系本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7,512.10 349.36 -27,861.46 -7975.00% 
主要系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交易性金融

资产本期公允价值变动较大所致 

投资收益 1,622,358.73 -1,390,278.71 3,012,637.44 216.69% 

主要系权益法核算的联营公司本期亏

损减少及通策义齿公司转让收益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收入 2,963,836.33 11,690.00 2,952,146.33 25253.60% 主要系本期财政补助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58,440.67 134,640.71 123,799.96 91.95% 主要系本期水利建设基金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123,680.00 632,349.39 491,330.61 77.70% 主要系本期少数股东损益增加所致 

（3）本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单位：元） 

项目 本期 去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8,637.60 14,668,601.80 -13,659,964.20 -93.12% 
主要系本期支付杭口新大楼租金以及

波恩公司 IVF 物资采购、新设的诸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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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医院配套物资采购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19,802.01 -3,473,207.21 -5,546,594.80 -159.70% 
主要系本期支付杭口新大楼装修款增

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根据公司与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重庆研究院)签署的《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拟合资成立重庆波恩生殖医院。公司拟由全资子公司杭州波恩技术有限公

司提供英国剑桥波恩生殖医学中心的技术规范、服务标准以及人才培养、技术服务管理作为

双方合作的前提；公司联营企业健康管理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占股本的 51%；重庆研

究院拟以经评估的资产出资，占股本的 49%。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该公司尚未成

立。 

2、为改善杭州口腔医院就医环境，提升医院经营能力，保证医院长期健康发展，同时也为

市民提供更好的口腔医疗服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口腔医院与通策健康管理于 2013 年 2

月 20 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杭州口腔医院承租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平海路 1 号的建筑面积

共计 33076.08 平方米的物业作为杭州口腔医院诊疗及办公用房。本次租赁租金为每日每平

米人民币 2.7 元，期限拟为 5 年，自 2013 年 3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止，其中 2013 月

3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为双方确认通策健康管理给予杭州口腔医院六个月的免租装修

期。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止，杭口新总院建设正在进行中，预计 2014 年 6 月完工。内容详

见 2012 年 9 月 22 日、2012 年 10 月 10 日及 2013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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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

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玲玲 

2014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