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0763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 1 页 共 4 页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吕建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张弘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潘晓华 

公司负责人吕建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潘晓华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289,711,838.39 241,298,402.01 20.0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249,203,382.63 207,957,745.02 1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55 1.30 19.23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215,590.17 94.4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29  93.33 

 
报告期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1－9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828,863.16 41,226,301.53 53.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99  0.2572  53.7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284  0.2408  44.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99  0.2572  53.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2 18.04 
增加 2.31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62 16.89 

增加 1.87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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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56,373.37 主要为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

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3,528,987.00 

1.杭州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本期收到杭州市上城区财

政局拨付的财政专项资金

补助 3,500,000.00 元。 

2.杭州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本期收到杭州市上城区湖

滨街道促就业专项资金

6,667.00 元。 

3.宁波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本期收到宁波市海曙区劳

动局用工补助 2,520.00

元。 

4.宁波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本期收到宁波市海曙区鼓

楼街道补助款 19,800.00

元。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4,624.8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4,407.63  

所得税影响额 -861,581.9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9,331.81  

合计 2,624,077.72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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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 

杭州宝群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54,1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鲍正梁 12,0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华夏行业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5,672,07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14,54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内需增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895,501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

合 
2,236,37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泰信先行策略开

放式证券投资 

2,107,22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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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谷 1,152,75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

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1,054,050 人民币普通股  
 

史红 1,0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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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132,876,827.59 87,469,597.55 45,407,230.04 51.91% 主要系本期经营性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7,339,494.21 2,910,311.55 4,429,182.66 152.19%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0,068,842.66 4,259,549.82 5,809,292.84 136.38% 主要系本期应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068,433.17 9,748,333.97 -3,679,900.80 -37.75%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期初应付上年奖金 

所致 

应交税费 11,443,793.63 5,205,346.51 6,238,447.12 119.85% 主要系本期企业所得税计提增加所致 

（2）本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2010 年 1-9月 2009 年 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178,022,344.80 140,055,826.69 37,966,518.11 27.11% 主要系医疗服务收入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94,387,115.76 75,397,714.15 18,989,401.61 25.19% 

主要系相关材料成本、人力成本的增 

长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

加 
268,381.12 988,261.83 -719,880.71 -72.84% 

主要系营业税免征本期不再计提缴纳 

而去年同期仍计提所致 

财务费用 -408,629.52 15,126.22 -423,755.74 -2801.46% 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32,077.47 -59,699.79 27,622.32 46.27% 

主要系本期基金投资业务公允价值变 

动损失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3,531,695.00 76,435.32 3,455,259.68 4520.50% 
主要系本期收到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 

拨付的财政专项资金补助所致 

营业外支出 585,669.28 1,508,397.16 -922,727.88 -61.17%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4,562,778.66 9,502,259.11 5,060,519.55 53.26% 主要系本期应税利润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94,513.38 -379,507.34 474,020.72 124.90%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净利润增加，子公 

司 

少数股东损益相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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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0 年 1-9月 2009 年 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

现金流量净额 
47,215,590.17 24,282,616.04 22,932,974.13 94.44%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现金流量净额 
-1,787,928.82 -754,856.35 -1,033,072.47 -136.86%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 

支出增加所致 

  

 

3.2 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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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策医疗全资子公司宁海通策口腔门诊有限公司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财务状况持续恶化，为了整合公

司资源，保证公司运营稳定，根据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公司对该全资子公司进行资产清理并于 2010

年 9月 15 日完成工商注销手续。今后，公司将加强对下属口腔医院治理管理力度，完善制度建设，积

极稳妥地定位投资发展方向。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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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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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现金分红情况。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建国 

2010年 10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