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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和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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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声明： 

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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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仁科技 股票代码 30055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章逸 屈鑫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新联路 625

号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新联路 625

号 

电话 0571-81397006 0571-81397006 

电子信箱 contact@herenit.com contact@herenit.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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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6,089,976.88 144,961,841.18 2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231,444.89 14,178,415.29 4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9,152,986.58 12,110,382.62 58.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381,295.03 -74,634,790.30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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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2 5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3 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5% 2.76% 0.9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37,722,213.01 943,820,410.81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7,355,984.84 547,191,116.31 7.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37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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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磐源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74% 63,042,000 63,042,000 质押 45,934,000 

杭州磐鸿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0% 7,980,000 7,980,000 冻结 700,000 

武汉雷石瑞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5% 4,746,30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

盈策略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3% 2,142,076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

盈科技 30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36% 1,600,000    

北京盛景财富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1,596,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博
时互联网主题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6% 1,474,463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博

时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4% 1,099,768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博
时天颐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926,804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招商国

企改革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926,5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1、杭州磐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杨一兵、杨波控制的企业；杭州磐鸿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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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实际控制人杨一兵控制的企业。2、杨一兵、杨波已签署《一
致行动人协议》，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余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

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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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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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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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1、总体经营情况 

2019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根据发展战略，结合当期市场形势，致力于产品研发和市场的拓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下，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609.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37%；实现营业利润2,401.4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9.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23.1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9.74%。 

2、重点工作回顾 

1）新产品与新技术的开发 

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医院信息系统，进一步依托“种子客户”（浙江省人民医院），不断持续深化应用、优
化流程和探索大数据的应用。目前，该系统作为以电子病历为核心、覆盖传统“HIS+EMRS+互联网医院”的医院全流程核心

业务一体化操作平台，在应用场景上可满足集团化医院的一体化管理，并能快速搭建和实现包括全流程刷脸就医、基于统一

信用平台的信用就医、两卡融合（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无纸化、主动式病历质控、智能医保控费以及跨院区的流程

协作，应用效果凸显。2019年7月浙江省人民医院“借助信息技术，规范临床诊疗行为，降低医保拒付率”案例，以总分第一

的成绩被列为中国现代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典型案例。 

此外，新一代医院信息系统实现了研发和交付的相对分离，研发负责完成最小功能单元的开发，交付团队负责根据用

户个性化需求组合这些最小功能单元，形成面向各类角色、科室的业务工作站，能够极大降低个性化开发成本，避免版本的
碎片化。而在系统部署方面，目前采用高效、经济、安全的混合云部署模式（院内私有云核心系统+公有云灾备系统），充

分利用公有云资源按需使用的特性，减少医院硬件资源的投入，可灵活满足集团化医院和医共体的平稳延伸需求，在当下政

策大力推进医疗资源结构均衡化、医联体医共体大发展的背景下，具有明显优势和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在公司pride电子病历研发基础上持续迭代了传统医院信息系统解决方案，有效地对公司上一代EMR（电子

病历）集成His（医院信息系统）方式的解决方案进行升级。目前可按照一体化、三层架构、支持医联体、响应新业务需求
的目标，对前期已服务医院现有产品，进行平滑、快速和整体的升级，并与公司集成平台、临床数据中心产品无缝融合，最

大程度保留和利用原系统历史数据；覆盖门诊、住院、收费、药品系统等医院信息系统核心功能，而且还进一步整合涵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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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医疗、一站式支付、日间病房等新兴医疗业务模式，满足老客户整体His升级解决需求，并匹配医院对评级评测的持续更

新需要。因此，与新一代医院信息系统形成了互补性技术和产品方案，可满足新老客户不同需求、响应市场差异化选择。 

在场景即时应用方面，作为系统“云到端”的最新应用-- HI医生（手机APP），HI医生（手机APP）不只是和仁科技新一

代信息系统的移动端，它是基于HIS深度集成，可以跟不同的his无缝对接，对医疗场景业务的渗透更加细化，为医生提供实
时且一致性的线上线下联动的医疗数据。在此基础上，作为医生现有PC业务的补充和延伸，利用互联网+技术，有效提高医

生的工作效率、提升工作质量。该产品在投入使用后，目前已成为医护人员开展临床业务深受欢迎的生产工具。以浙江省人
民医院为例，目前该医院内该应用端周活跃用户超过1100人，人均日使用时长超过30分钟，预计在8月还将上线覆盖护士相

关临床功能业务。由于贴合一线工作需求、提供良好用户体验，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护士将其作为日常工作场景的即时生产工

具，也将使其成为实现“医院互联网服务”适宜的通用平台。 

公司持续研发智慧云医疗平台，充分利用区域内多家医疗机构异构系统的业务融合和数据集成技术，配合卫健系统，从

数字化、场景化角度出发不断推进“健康城市”项目的落地应用，进而优化患者就医流程、改善患者就医体验、规范医护人员
临床诊疗行为，并提高管理部门运营监管水平。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互联网+医疗”行动和浙江省开展的“最多跑一

次”改革，在杭州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实施的“城市大脑·卫健系统” --舒心就医平台项目（先看病后付费信用系统）上取得最新
进展：在2018年底由公司主导研发实施的“浙江富阳区智慧医疗区域云平台”成功与杭州城市信用“钱江分”融合的基础上，

2019年上半年“舒心就医平台”全面接入杭州市“城市大脑”综合平台，进一步扩大信用就医应用范围，从“区域互通”正式跨入
“城际互通”。2019年7月1日起，“舒心就医平台”已完成245家杭州市属公立医疗机构的全量接入，其中包括11家市属医院，

38家区、县（市）级公立医院、19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一家省级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明细如下： 

序

号 
软件名称  著作权人  登记号  

证书取得时

间 
取得方式  

他项  

权利  

1 和仁双向转诊系统软件V1.0 浙江和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SR0095892 2019年1月

25日  

原始取得  无 

2 和仁家庭医生签约管理系统软件

V1.0 

浙江和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SR0097861 2019年1月

28日  

原始取得  无 

3 和仁HI医生安卓手机版软件V1.0 浙江和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SR0256753 2019年3月

18日  

原始取得  无 

4 和仁HI医生苹果手机版软件V1.0 浙江和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SR0256763 2019年3月

18日  

原始取得  无 

 

2）市场拓展情况与业务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品牌建设和推广工作，进一步完善销售团队和营销网络的建设。公司坚持“共

创价值、互惠共赢”的经营方针，与主要客户和合作伙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合作中共同发展。为构建与客户之间良好

的伙伴关系，公司采取了灵活协作机制，通过业已建立的营销管理中心，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各类项目和需求实施分级

响应机制，构建与客户、合作伙伴之间的即时沟通渠道，从而为公司业务持续快速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公司充分考虑宏观环境、政策导向和客户需求，依托自身在大型综合三甲医院积累的先发优势和丰富的信息化经验积淀，

在智慧医院建设领域，积极发挥与传统医疗信息化软件产品厂商的差异化优势，以一套成熟的智慧医院建设综合解决方案满

足客户不断提升的信息化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在智慧医疗大型项目拓展上表现良好，先后中标并着手建设江西省儿童医院
红谷滩医院智能信息化项目、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行业合作平台建设项目等一批单体金额在千万元级别乃至上亿的项

目。 

此外，在医联体、医共体、智慧健康城市等涉及多机构的智慧医疗业务方面，公司凭借多年深耕临床核心医疗业务信息

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和业务理解，创新性地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实现了多机构医疗卫生健康数据的互联互通和机构间的业务流程

协作，可实现医院核心临床数据的不错、不漏、实时、线上化，极大程度优化患者就医流程、改善患者就医体验、规范医护

人员临床诊疗行为、提高管理部门运营监管水平。以报告期内在杭州全市范围内获得进一步推广应用的“城市大脑--舒心就

医”项目为例，在获准全量接入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后，120天内即连接覆盖全市245家各类型医疗机构。目前该平台日均访问
量达到200万次，已成为杭州民众喜闻乐见的医疗健康服务平台，可提供包括历次诊断、处方、检查、检验等信息的全生命

周期健康档案服务，以及“分时段预约诊疗”、“先看病后付费”、“服务评价”等便民惠民服务。而也正是借助在“智慧健康城
市”整体解决方案上的医疗-卫生-健康数据的互联互通、支撑机构间业务协同的综合服务能力和多年积累经验，公司在报告

期内，还先后中标了江苏省肝健康联盟信息化平台项目、广元市居民健康卡服务项目、启东市“互联网+医疗健康”项目等同

类型项目，进一步扩大市场区域。 

3）内部管理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内部组织架构的优化调整，有针对性地更新发布了包括《绩效管理办法》在内的相应关键制度，全
面覆盖职能部门与业务单元，进一步从公司层面检视资源配置与投入，提升公司管理能力与运营效率，以期更好地匹配公司

发展节奏，为未来蓄能储力。 

针对医改政策最新动向带来的市场拓展机遇，为进一步把握市场利好，公司在报告期内更新推出《销售人员薪酬和考核

办法》等指导文件，充分提高营销队伍的市场竞争力，激活组织活力，利用有效的营销整合解决方法进一步提升业务拓展能

力，为公司有序的经营和拓展做好人员储备、提供激励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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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财政
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

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的要求编制财

务报表，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对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了相应调整。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2、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

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
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根据上述文件要求，本公司自规

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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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6月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和仁数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和仁数字公司”)，注册资本2000

万元，公司持有51%股权，截止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尚未出资，北京和仁数字公司于本报告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法定代表人：杨一兵 

浙江和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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