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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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吕建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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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喜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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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500,752.11 2,659,796,439.52 -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66,186,928.13 1,785,441,698.8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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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53,474.08 115,206,228.57 -1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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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83,337.61 394,096,652.33 -5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47,072.69 94,705,133.21 -11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387,327.60 92,891,001.17 -125.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 6.95 减少 10.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30 -1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30 -12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3,662,649.5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074,304.11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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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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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9,780.7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1,577.82  

所得税影响额 -1,665,340.23  

合计 4,840,254.9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36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宝群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8,232,000 33.75 0 质押 59,83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鲍正梁 24,164,000 7.54 0 质押 7,000,00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174,207 3.17 0 无  境外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223,777 1.32 0 无  其他 

深圳市新智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新智达成长一号基金 
3,530,000 1.1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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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3,456,309 1.08 0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富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349,908 1.04 0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创新医药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848,085 0.89 0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2,800,420 0.87 0 无  其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79,401 0.77 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杭州宝群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8,23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232,000 

鲍正梁 24,16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64,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174,207 人民币普通股 10,174,20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社会责任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23,777 人民币普通股 4,223,777 

深圳市新智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智达成

长一号基金 
3,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3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3,456,309 人民币普通股 3,456,30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富裕主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49,908 人民币普通股 3,349,90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创新医

药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48,085 人民币普通股 2,848,08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兴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800,42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42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新兴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479,401 人民币普通股 2,479,4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注：2019年 12月 19日，公司接到鲍正梁先生的通知，鲍正梁先生因向浙江存济医疗教育基

金会捐赠 961.92万股股票，用于符合浙江存济医疗教育基金会资助标准的医疗教育项目，将导致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减少 3%，变动后持股比例将降至 4.54%，目前该股权捐赠事项仍在办理中，公

司将持续跟踪相关进展并予以及时披露。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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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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Q1受疫情影响营收变动情况及说明 

 

如上图所示，在2020年春节假期前公司营收情况较2019年同期保持正常增长。1月23日公司所

属医院进入春节假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全国多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公司执行省卫健委通知精神暂停下属医院全部诊疗服务。3月初公司陆续恢

复下属医院急诊业务，其他业务逐步开展，但种植、牙周超声波等操作时间长、气溶胶产生较多

的口腔择期手术和治疗仍未恢复。公司业务虽受到一定影响，但3月末经营情况已恢复并超越2019

年同期水平。 

2.2020年与2019年Q1春节月营收对比图 

 

如上图所示，2020年Q1春节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2019年Q1春节月有明显提升（2020年的春节

周仅有2天开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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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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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货  21,719,201.54  15,654,807.71  6,064,393.83  38.74% 主要系本期末储备医疗材料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1,301,544.61  47,597,357.97  -26,295,813.36  -55.25%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46,482,992.68  76,585,575.21  -30,102,582.53  -39.31% 主要系本期应交所得税减少所致 

4、本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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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192,783,337.61  394,096,652.33  -201,313,314.72  -51.08%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医疗服务收

入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53,596.27  237,751.49  -184,155.22  -77.46% 

主要系本期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费附加减少 

财务费用 4,291,320.96  6,250,644.29  -1,959,323.33  -31.35%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利息减少和银

行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1,130,047.34  483,728.42  646,318.92  133.61% 

主要系本期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615,281.85  1,550,225.84  -934,943.99 -60.31% 

主要系本期计提预期信用减值损失

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820,127.81 535,881.00  284,246.81  53.04%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日常经营活动有

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842,547.79 110,057.52  2,732,490.27 2482.78%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非日常经营活动

有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79,806.75   254,243.55  -174,436.80  -68.61% 主要系本期非正常性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865,674.31 23,656,047.91  -20,790,373.60 -87.89% 主要系本期计提所得税减少所致 

5、本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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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53,474.08 115,206,228.57 -183,659,702.65 -159.42%.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医疗服务收

入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619,330.46 -240,741,673.17 214,122,342.71 88.94% 主要系本期对外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7,294,105.52 -30,841,716.68 3,547,611.16 11.50% 

主要系本期吸收投资增加得现金增

加和偿还银行利息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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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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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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吕建明 

日期 2020年 4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