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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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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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新健康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海虹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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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君华海逸酒店 703 室 海口市文华路 18 号君华海逸酒店 703 室

传真

0898-68510496

0898-68510496

电话

010-57825201

010-57825201

电子信箱

IR@CRHMS.CN

IR@CRHMS.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以为“健康中国”国家战略保驾护航为己任，以实现“让人人享有公平、公正的健康保障服务”为愿景，以构建“中国
健康保障服务新体系”为企业使命，以创新科技为手段，提供“一个数据资源中心、一个协同应用平台、N个拓展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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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架构的“1+1+N”健康医疗保障服务大数据平台，打造专业从事于“医保基金综合管理服务、医疗质量安全服务、药械监管
服务”的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服务公司。
一、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基础建设
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基础建设包括数据资源中心和协同应用平台建设，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汇聚各级医保局、卫健委、
药监局及其他相关委办局和其他互联网来源的健康数据，建立统一数据标准，形成标准数据库等各类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
建设协同应用平台，实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定点医疗机构与定点药店之间的应用协同和数据互联互通。最终为各管理部门
提供高协同、信息化、智能化产品及大数据应用。大力推进与各地方政府合作的平台化建设，从根本上解决过去单点业务的
不贯通、不融合、不联动的顽症，并提供“三医联动”综合性控费解决方案。
二、拓展应用服务
（一）医保基金综合管理服务
（1）智能审核服务（含第三方支付评审服务）
智能审核服务是国新健康的基础和核心优势业务，目前覆盖率和技术能力在国内位居前列。智能审核是指以完全自有知
识产权的“四库二十四系统”和“高速智能审核引擎”为核心智力、核心技术，以实现控制医保基金不合理支出为目的，为医保
部门的结算单据审核提供第三方专业服务。国新健康拥有业内最具专业性、高速的智能审核引擎，代替了传统人工审核，实
现对医疗费用自动、快速、标准、规范的逐单审核。审核对象主要包括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医师和参保人员。
医保智能审核服务在控制医疗不合理费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引导患者就医行为和规范医生诊疗行为方面都发挥了巨
大作用。
（2）诊间审核服务
诊间审核服务是将智能审核服务从事后审核向前延伸至医护人员的工作站，在诊间进行事前提示和实时审核。在医保费
用发生前根据参保人员既往就医情况、医保支付政策和相关审核规则等因素，对医生进行事前提醒，减少因医护人员不完全
了解相关的医保政策而造成的“非本意违规”，进而减少医保基金违规支出。
（3）DRGs基金结算（医保端）服务
为服务于各地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国新健康依托DRGs在国际上的应用实践，结合本土实际，自主研发了DRGs疾病分组
器，创新应用PPS点数法，在DRGs分组的基础上，以信息化与数据服务为抓手，通过大数据测算制定出每一个组别的付费
标准，并以此标准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预先支付，实现“总额预付（PPS），年终结算，结余留用、超支自负（或共担）”，
在全国最先尝试医保基金分配从数量付费向质量付费的支付方式改革。
（4）医院DRGs服务
DRGs作为标准化的管理工具，既可应用于医保基金支付，也能用于医院绩效管理。医院DRGs应用是医保基金管理和控
费的有力抓手，是医院绩效考核分析的精准管理工具。医院DRGs将临床诊疗标准、药耗等资源使用、医疗质量及费用控制
有机地结合起来，完美地实现了业财结合这一现代化医院管理新需求。医院DRGs系统全方位支持管理者、医务工作者从医
院、科室、病区、医师、病组等多视角了解医疗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逐层分析业务问题及其根本原因，以支撑医院在计划
管理、人事管理、医疗管理和经济运行管理及信息管理等方面优化决策。
（5）医保支付标准服务
国新健康服务于医药流通领域近20年，在全国各地招标采购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药品、耗材价格数据，凭借核心技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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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每年结合国家、省级药品报销目录，对各品规资料进行采集、处理、加工，经过大数据计算分析，并根据当地医保基金
的支付能力，为当地医保支付标准（非标目录，即招标目录外的药品医保支付标准）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持。
（6）药品福利管理服务（PBM）
国新健康结合我国国情，构建优势目录及自有知识产权的处方集，根据所在地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国新健康在医院、医
保、医药流通企业、商保之间的专业服务能力，开展基于医保委托支付的采购服务及基于慢病等人群的处方外配服务。处方
外配是指通过国新健康搭建的处方共享平台，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后，持医师开具的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购药，或由
医药商业机构为患者配送上门的服务。
（7）商业健康保险第三方服务（TPA）
公司的商业健康保险第三方服务（TPA）依托于自身用户层资源、网络及健康大数据，为商业保险的产品设计、运营管
理、客户服务、社保-商保合作项目等提供对应的产品及解决方案，提升被保险人的服务体验。
（二）医疗质量安全服务
（1）医疗服务质量监管服务
医疗服务质量监管服务概括为“一个平台、两个体系、三个层级”:一个平台为全省医疗服务智能监管平台；两个体系
指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医疗服务监管系统、定点医疗机构的智能监控系统；三个层级指“省—市—县”三个层级逐步开展建设。
最终实现有效约束医生的不合理医疗服务行为，有效评价全省各医院、各专业科室、临床医生的服务质量，辅助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及定点医疗机构管理部门科学决策，促进全省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
（2）慢病管理服务
为减轻患者及医保基金支付压力，国新健康搭建的慢病管理平台，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导，以门诊慢性病和门诊特殊病
人群为服务群体，突出慢病管理优势，对签约用户提供体检、就医、用药、随访全方位全程健康管理服务。
（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云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云服务平台是以国家卫健委“46312”区域卫生信息化为基础，以“互联网+人社2020年行动计划”为指
导，为统筹区内的居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及政府监管机构实现区域健康保障的信息化综合云服务平台。平台包括：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服务平台、卫健和医保等行政管理机构的协同和监管平台、居民客户端APP应用。
（三）药械监管服务
（1）药械监管
公司依托在药械监管行业独特的信息化服务能力，构建从政府、企业到消费者的智能化保障体系；该体系采用数据多元
异构数据融合及在线数据分析技术促进各方的数据融合，构建监管网络，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提供高效监管的数据服务。
（2）药械追溯
公司通过国家认证的技术手段进行多方数据匹配，形成统一监管码，建立了权威、可信、公开、透明、安全、共享、开
放的药械追溯体系，为药械的责任追究、问题药械召回和执法打假等提供方便、全面、便捷的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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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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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95,480,022.29

183,993,714.97

-48.11%

216,833,34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759,869.23

16,674,851.14

-1,226.01%

28,021,18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3,693,515.19

-242,811,086.35

-98,805,470.19

-23,181,185.84

-241,511,540.58

22,942,530.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89

0.0186

-1,226.01%

0.03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89

0.0186

-1,226.01%

0.03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3%

1.17%

-15.50%

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1,280,351,320.20

1,448,558,143.15

-11.61%

1,492,269,91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3,191,509.69

1,405,060,190.52

-13.66%

1,421,998,5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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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9,802.31

10,193,514.06

24,271,089.64

48,855,61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635,703.57

-29,637,714.65

-24,999,438.60

-74,487,01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845,831.89

-35,835,331.00

-29,204,659.51

-61,807,692.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652,760.50

77,617,651.21

-28,837,956.79

-9,308,1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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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07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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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恒实业发
国有法人
展有限公司
葛卫东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6.22% 235,702,593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0

1.08%

9,712,621

0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1.06%

9,552,218

0

德清庆弘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1.01%

9,111,094

0

数量

质押

42,141,800

冻结

39,38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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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荣赠

境内自然人

0.89%

8,001,895

0

芜湖市全中资
境内非国有
产管理有限公
法人
司

0.69%

6,197,814

0

陈积泽

境内自然人

0.68%

6,109,300

0

黄百询

境内自然人

0.36%

3,275,362

0

李晓飞

境内自然人

0.35%

3,183,007

0

万华天智投资 境内非国有
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

0.35%

3,110,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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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动的说明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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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70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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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235,702,593 股；
刘荣赠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001,895 股；
陈积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0,000 股外,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保证券账户持有 6,029,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109,300 股；
说明（如有）
黄百询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6,200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39,162 股，实际合计持有 3,275,362 股；
李晓飞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183,007 股；
万华天智投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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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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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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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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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在公司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公司紧紧围绕“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和国家医改“三医联动”的政策部署，强
化内部管理，进一步规范治理结构，持续推进创新战略发展实施，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并推出了一系列
改革措施，破解公司发展难题，巩固现有优势，提升综合竞争实力。
2018年，公司高效整合资源优势，对现有业务进行了细分和调整，坚持以“一体三面”的健康保障服务新体系为基本框
架的业务发展战略，持续完善产业链结构，行业地位得到稳步提升。公司深入研究支付方式改革要点及政策指向，从医保支
付内涵、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等维度完善医保基金的精细化管理，积极布局医保端及医院端DRGs业务，报告期内公司DRGs
点数法基金结算业务落地佛山市、衢州市及台州市，实现合同收入2632.8万元。截止目前，DRGs基金结算服务已在佛山、衢
州、台州、柳州等13个地市以及广西全自治区落地实施；诊间审核业务已在约240家医院实施；食药安全保障服务平台已覆
盖23个省。公司业务覆盖医保统筹区为155个。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专业经验并结合各地实际，打造了以“一个数据资源中心、一个协同应用平台、N个拓展应用服务”
为架构的“1+1+N”高协同、信息化、智能化健康保障服务大数据平台，以实现健康大数据的互联互通。其中的拓展应用服
务包囊括了面向医保基金管理机构的耗材招采及监管、药械监管、医保基金盈亏预测分析平台，面向医院的医联体资源共享、
医疗机构绩效考评，面向药企的医保支付标准服务，面向C端的慢病管理等产品，帮助公司实现将服务对象从G端延伸至医院、
药企等B端及C端用户，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服务产品，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2018年7月21日，公司与镇江市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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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签订《健康服务保障平台建设战略合作协议》，“1+1+N”模式正式落地。
商保业务方面，公司在保险直赔、保险快赔、处方外配、慢病管理等方面持续发力。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人民健康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开展多层
次、深层次和全方位的合作。处方外流及慢病管理方面，公司凭着丰富的行业经验，提供全流程的慢病运营管理服务。公司
与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入合作，共同推进温州市门诊慢性病药品第三方配送试点工作，让“智慧云药房”成功落
地，助力温州市政府打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病管理与医保协作的机制的创新试点。以上业务模式均在稳步推进中。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取得了快速发展，收费模式加速落地，医保基金综合管理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8,089,744.35
元，同比增长48.36%，药械监管服务业务营收53,243,787.41元，同比增长14.72%。由于公司在研发及业务拓展方面持续投
入，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7,759,869.23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2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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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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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医保基金综合管理
服务业务

38,089,744.35

-135,458,330.46

-220.57%

48.36%

-373.51%

-65.59%

药械监管服务业务

53,243,787.41

3,292,964.59

44.80%

14.72%

198.76%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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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营业收入同比下降48.11%，主要系去年同期数据含广东海虹药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海南海虹医药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两公司药品及医疗器械招标代理服务收入。
2、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报告期为-1.88亿元，去年同期为1667万元，主要系2017年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股权
出售收益较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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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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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
项目名称
目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 应收票据及应
7,563,025.98 元
列示
收账款
2.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并其他 其他应收款
15,541,709.59元
应收款项目列示
3.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 固定资产
33,068,644.53 元
产列示
4.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 应付票据及应
1,214,410.67 元
列示
付账款
5.应付利息、应付股利计入其 其他应付款
6,397,925.20 元
他应付款项目列示
6.管理费用列报调整
管理费用
120,196,616.88元
7.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研发费用
865,258.30 元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2,805,967.43 元 应收账款：2,805,967.43元
235,648,445.03 元 应收利息：5,917,212.91元
其他应收款：229,731,232.12 元
39,155,992.99 元 固定资产：39,155,992.99元
2,016,316.80 元 应付账款：2,016,316.80元
14,255,888.88 元 应付股利：1,964,778.12 元
其他应付款：12,291,110.76 元
148,726,856.47 元 管理费用：166,960,759.71元
—
18,233,903.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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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减少2户，其中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新疆海虹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山西益海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变更原因
注销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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