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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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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声明
公司在经营管理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与对策举措已在本报告中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部分
予以描述。本年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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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虹控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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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文华路 18 号君华海逸大酒店（原文
文华大酒店）七层
华大酒店）七层

传真

0898-68510496

0898-68510496

电话

010-64424355

010-64424355

电子信箱

IR@SEARAINBOW.COM

IR@SEARAINBOW.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经营环境分析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深层次矛盾集中暴露，而医改目前取得的巨大成就，只是建设中国特色医疗卫
生与医疗保险制度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建成成熟的医疗卫生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还面临的巨大挑战，加快医疗保险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已成为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亟需从管理技术上引入社会资源。近年来，中央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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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引入公共服务领域，中央层面的战略决策为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三医”联动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公司业务下一步
的战略发展布局提供了新的契机。
商保方面，随着经济、政策与环境变化，健康服务行业领域呈高速增长。居家护理、家庭配送、家庭医生等政策落地，
第三方医学检验、血液透析、医学影像病理诊断、护理康复等独立开设资质与标准完善，护理险、特殊疾病险等商业保险政
策鼓励放宽等正向激励条件为行业进一步成长奠定了基础。
伴随信息社会的进步，人工智能在多领域快速发展，其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成为了人们一大愿景。人工智能的特
点是能够处理大量数据和信息，这就需要足够的原始数据进行支持。2016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
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健康医疗大数据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需要规范和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融
合共享、开放应用。指导意见的出台旨在打破场景数据障碍，使得数据应用有了依据。公司通过多年的业务深耕，积累了大
量的医疗数据及研究成果，公司的资源优势在智能医疗领域得以充分发挥。
（二）报告期内主营业务进展
1、PBM 业务
控费/基金管理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民生需求的转型和升级，我国医疗和医保费用不断膨胀，给各地医保基金带来了巨大的支付
压力，医保控费问题成为医保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成为深化医改中一个必须处理好的重要难题。公司于 2009 年率先开
展医保基金智能审核业务，该业务是公司借鉴国际领先的 PBM（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t，即医疗福利管理)模式，引
进先进的管理理念与监管工具，在国家相关权威部门与医学专家的指导下，经多年努力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保基金
智能监管平台和医疗质量控制与服务平台。公司医保控费业务覆盖范围扩至全国 24 个省/直辖市的近 200 个地市，报告期内
公司医保智能审核、中心端审核业务在原有基础上更加深入，部分项目已经进入深化阶段，逐步实现了从医保助手、医保参
谋向医保管家的角色转变，同时近 30 个地区项目正在建设或已经实现了从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到事后智能审核的全流程监
管。
报告期内，第三方基金管理模式在湛江、成都等地稳步推进，服务模式日趋成熟，服务内容也从原有的医疗单据审核服
务延伸到密切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和满足地方医保迫切需求的总额控制下按病种分组付费（DRGs）、医保支付标准委托等支付
方式改革辅助服务、为医保、商保、参保人提供的补充支付体系服务以及为参保人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公司专业化的智能
审核平台，在突破医改中关于医保控费、医保支付和精细化管理的难题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016年，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全面启动。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上线和《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
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的出台，标志着该工作进入落实政策、系统的部省对接和经办试运行新阶段。
公司凭借多年控费审核经验，率先占据市场，与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通过合作方式，在广东省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开展
省异地就医结算智能审核工作，进一步扩大了智能审核服务范畴，巩固了广东省内的市场地位。
医保支付标准
成熟的市场化，需要有严格的监管措施和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价格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日前，
财政部、人社部、卫计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发挥医疗保险基金控费作用的意见》，推进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公司在原医保基金支付管理业务的基础上，受各地医保部门的委托，开展医保支付标准制定和支付评价体系建
设。截止年报披露日，公司已与全国 10 余省约 30 个医保统筹地区签署了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评价与标准制定委托服务协议，
涉及产品品规数量超过 3.5 万个。随着服务落地深化，医保与协议定点单位、药品供应商交互平台逐步完善，医药福利管理
业务从医保端到药品端有机连接初见雏形。
2、海虹新健康业务
公司以新健康项目为核心，围绕医药福利管理业务深化推广个人业务服务模块，开发完善新健康相关移动互联网工具。
服务内容方面公司扩大新健康药品目录范围与报销比例，与医药保健企业尝试建立专项个人诊疗与保健管理服务；巩固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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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健康医院、诊所、药店等医疗机构合作伙伴，提供新健康客户院内辅助、结算辅助等服务；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尝试开发
定制化的手术意外险、儿童疫苗险、糖尿病恶化险、药品补充险、齿科服务险等险种。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领域具有无限的应用潜力，成为了推动医疗健康发展的强大
动力。报告期内，公司试水智能医疗，目前正处于内部测试阶段。该项业务是公司十余年医药行业信息沉淀、健康大数据挖
掘能力与人才积累的市场应用转化。公司将结合人工智能在数据摘取、数据解读上的优势，探索其在疾病诊断、健康干预、
风险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应用。
3、医药电子商务及交易业务
公司的医药电子商务业务起步于 2000 年，公司借助先进、专业的医药行业人才和互联网技术人才，以药品集中招标采
购为契机，深入介入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经过十余年发展，目前拥有数十家控股子公司从事医药电子商务及交易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电子商务及交易业务平稳发展。重点开展了医药电子商务的各系统进行了功能升级工作，不断扩展
升级采购平台服务和监管功能，提高平台智能化水平，以满足医药集中采购相关工作的新要求，同时积极探索尝试有利于海
虹控股整体业务布局的模式，持续推进集中采购业务、电子商务业务、医院服务及企业服务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地位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216,833,347.58

193,827,322.93

11.87%

195,071,369.33

28,021,185.29

23,063,388.90

21.50%

24,977,289.73

-98,805,470.19

-58,908,485.26

22,942,530.67

13,410,825.79

71.07%

-24,808,052.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2

0.0257

21.50%

0.02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2

0.0257

21.50%

0.02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

1.74%

0.28%

1.97%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59,755,891.9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1,492,269,915.26

1,481,815,750.14

0.71%

1,434,935,61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21,998,579.03

1,376,446,647.13

3.31%

1,310,271,874.7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56,029,409.31

43,346,095.25

48,139,332.83

69,318,51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31,065.45

-29,247,079.55

-29,466,837.17

113,166,16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150,378.74

-30,997,645.28

-33,391,056.37

-10,266,3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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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9,083,282.91

19,482,766.40

40,774,122.87

281,768,924.3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40,827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42,230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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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恒实业发 境内非国有
展有限公司
法人

27.69% 248,842,393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唐 境内非国有
兴 5 号证券投 法人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46% 13,144,900

德清庆弘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1.02%

9,191,664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民森 H 号证券
法人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0.89%

8,043,610

刘荣赠

境内自然人

0.81%

7,252,657

钱克佳

境内自然人

0.80%

7,178,457

陈积泽

境内自然人

0.78%

7,004,1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永 境内非国有
利 23 号证券投 法人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0.69%

6,220,900

西藏爱尔医疗 境内非国有
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

0.68%

6,141,532

张毅

0.68%

6,078,178

境内自然人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176,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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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动的说明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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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228,86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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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0,000
说明（如有）
股，实际合计持有 248,842,393 股；
刘荣增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940,20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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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12,457 股，实际合计持有 7,252,657 股；
钱克佳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178,457 股。
陈积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4,10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98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004,100 股。
西藏爱尔医疗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141,532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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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中海恒于2017年1月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03,200股，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249,345,5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74％。
5、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医保智能审核模式得到不断深化，项目落地工作持续推进。为保证公司在健康服务行业的领先优势，持
续完善大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公司加大创新力度，扩宽控费审核服务范围的同时，深入挖掘潜在客户需求，布局智能医疗领
域。2016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021,185.29元，增幅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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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及运营人员均有所增加，较2015年共增加191人，导致本期研发投入及销售费用持续增加。
本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216,755,347.58元，较2015年度增长12.24%。其中，医药电子商务及交易业务实现营业收
入203,623,406.2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91%；医疗福利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3,131,941.31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71%。
报告期内，公司转让金萃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海虹药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重庆卫虹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权，
相关受让方于2016年12月28日前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足额支付了转让款，并计入公司2016年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尚未迎来规模收入，但业务模式日渐明晰，行业优势不断显现。公司依托大数据平台，在持续推进
政府项目的同时，加大创新力度，扩宽健康管理服务范畴并布局智能医疗领域，扩大利润增长点。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货币
资金账面余额922,057,036.33元，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大健康服务产业

营业收入
216,755,347.58

营业利润
-24,619,764.26

毛利率
32.10%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12.24%

36.65%

-11.0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大健康产业继续推进，公司资金投入持续加大，主营业务成本及管理费用均有所上升，主营业务未形成规
模收入。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较年初有较大回升。报告期内，公司出售北京海虹药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权，
共实现投资收益约1.1亿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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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变更说明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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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规定：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
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
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还明确要求“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证进
项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应根据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 或“其他非流动资产”
项目列示；“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等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应根据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负债” 或“其他非流
动负债”项目列示。
本公司已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对于2016年5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之间发生的交易由于该规定而影响的资产、
负债和损益等财务报表列报项目金额进行了调整，包括将2016年5月1日之后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印花
税从“管理费用”调整至“税金及附加”683,425.01元；从“应交税费”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1,645,318.11元；对于2016年1月1
日至4月30日期间发生的交易，不予追溯调整；对于2016年财务报表中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也不予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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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济南中公网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海口中公网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兰州中公网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青海中公网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益海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福州中公网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海虹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原因
新成立子公司
新成立子公司
新成立子公司
新成立子公司
新成立子公司
新成立子公司
新成立子公司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北京海虹药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重庆卫虹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卫虹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辽宁海虹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海南海虹医药电子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海虹医药信息有限公司
北京利泓智盟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千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金萃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原因
转让股权
转让股权
转让股权
转让股权
转让股权
转让股权
转让股权
转让股权
转让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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