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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7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电话会议交流）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天风证券杨松、李慧瑶、吴伟，国盛证券张金洋、缪牧一、祁瑞，

兴业证券孙媛媛、东楠，开源证券蔡明子、古意涵、张斯莹，国

泰君安证券国际戴柏泉、楼剑雄，中信建投证券彭国宇，广发证

券杨正，光大证券刘勇，申万宏源证券余玉君，国信证券余方升，

东吴证券于彦秋，国都证券王义、文惠霞，华宝证券齐震，万菱

证券郑伟国，江海证券刘华、罗萍，中天国富证券陈加喜，国融

证券王林汇，国寿养老李虒，亚太财险王婷，国华人寿保险夏芳

芳，长城财富王政眸，国任保险贺福东，浦发银行葛向宇，中银

基金王帅，添富基金香港 Michelle Wang，上投摩根基金钱正昊，

BlackRock 秦瑶函，Fullgoal Fund Li Miao，信诚基金胡喆、

王岩，中信建投基金谢玮，易方达基金于博，天弘基金张秀磊，

长安基金戴晨乐，长盛基金周思聪，华安基金陆奔，国泰基金黄

俊岭，浦银安盛基金龚剑成，光大保德信基金林晓枫，永赢基金

安福廷，长城基金唐项涛，淳厚基金陈浩、王晓明，兴全基金隋

毅，同泰基金郑文惠，恒越基金崔宁，中金基金兰兰，国投瑞银

基金吴默村，中加基金温燕，中海基金梁静静、薛杨，华商基金

张晓，天弘基金郭相博，中欧基金贾雅希，西部利得基金冯皓琪，

益民基金张树声，中融基金刘柏川，兴银基金王天洋，富安达基

金许睿，财通基金贾雅楠，金之灏基金陈飞云，上银基金纪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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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fund梁欢，朱雀基金周鸣杰，圆澄基金王剑雨，天九基金张

佶喆，云天志基金王金，中金资管杨钟男，中银资管李明蔚，东

方证券资管孙梦瑶，中信资管倪秉泽，太平资管刘潇、许希晨、

代婧，民生加银资管王泳鑫，渤海汇金证券资管纪钢，睿扬投资

张倬颖，国融自营龚琴蓉，安信资管刘亚洲，泰康资管刘勍，绿

地控股许迟，石锋资产宋烔伟，禧弘资管杨莹，少数派资管张宁，

永安国富资管张文平，进化论投资陈茜茜，混沌投资杨欣怡，长

青基业蔡承霖，幻方量化何琛，远策资管赵潘，玖鹏资产陆漫漫，

汐泰资管冯时，玖鹏资管阮辉，汉和资本马若嘉，信复创值资管

耿立勋，丰琰投资吴广，海松资本陈蔚，尊道投资赵雪微，睿阳

投资周子添，东方嘉富资产范佳锴，易同投资葛云霄，辰翔投资

陈凯文，拾贝投资胡建平、张剑，鼎锋资产刘硕，金百镕唐嘉辰，

普行资管王金刚，固禾资管王生瑞、张文洁，斯诺波资管杨明微，

聚劲投资张超，睿石泓远资管张鹏，津圆资产郑茂，鑫然资管张

凯琪，积厚资管潘建平，竣弘投资李晋艺，光保资管邵琳，汉和

资本郝唯一，歌斐资管沈芃，Sage Antia，喜贤资产刘刚，循远

资管徐斌，朗辉投资颜倩雯，源和药业钟晓玲，瀑布资管吴霜，

理成资管陈颖，伯乐资产成思贤、王宣，牧毅资管乔斌，汇升资

管张攀 

时间 2021 年 08 月 27 日 09:30-10:30 天风证券组织  

2021 年 08 月 27 日 11:00-12:00 国盛证券组织 

2021 年 08 月 27 日 14:00-15:00 兴业证券组织 

2021 年 08 月 27 日 15:30-16:30 开源证券组织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丁震、财务总监王亚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主要介绍公司经营发展的简要情况，具体内容如下： 

1. 公司2021年半年度经营情况概述 

公司以大健康医疗服务和现代医学技术转化应用为主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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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司正在运营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

院、西安国际医学商洛医院等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同时正按三

甲标准建设西安国际医学康复医院。此外，公司积极开拓医联体

合作网络，打造“互联网医疗”模式。公司聚焦主业，集医疗、

教学、科研、健康管理、康复保健于一体，充分依托现有的三级

甲等、国际JCI认证的高水平医疗服务平台，提供高质量综合医

疗服务，满足多样化医疗健康需求，持续扩大业务规模，促进内

生增长，推进外延扩张，增强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盈利能力，公司

正在打造行业领先的提供全生命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健康管理

集团。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疫情防

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公司旗下医院学科实力显著增强，知名度与

日俱增。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保持高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门急诊量1,028,526人次，同比增长98.19%，住院量57,631人次，

同比增长80.42%。公司集中行业优势资源，加快主业发展，医疗

服务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国际医学高新医院学科建设卓有成效，

去年12月底投用的二期大楼新增1000张床位正逐步开放；国际医

学中心医院高分通过国际JCI认证，医院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达

到国际标准，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业务规模持续增长；国际医

学商洛医院新院区投用，就医环境、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随

着三大院区全部投用，标志着公司以西安——中西部地区医疗资

源高地，为中心的跨区域医疗服务连锁架构初步成型，对公司构

建全生命周期大健康服务平台具有里程碑意义，使公司形成了近

万张床位的大规模服务能力，并随着就诊量和床位使用率的不断

提高，经营业绩稳步增长的势头已经显现。同时，为进一步建立、

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促进各学科业务

的全面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启动核心医疗骨干和管理团队股权

激励计划，共授予544名激励对象35,279,116 股限制性股票，为

公司医疗主业的跨越增长凝聚动力。 

2021年，随着公司旗下医院服务能力提升，门急诊、住院诊

疗量持续攀升，公司整体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医疗业务实力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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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行业影响和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公司医疗服务业务正进

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公司2021年上半年经营业绩情况 

2021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关键指标持续向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6亿，同比增长104.10%。归母

净利润-3.6亿元（含公允价值变动-0.71亿元及股权激励费用

0.31亿元），同比下降4.60%，扣非归母净利润-2.93亿元，同比

减亏16.81%，亏损幅度持续收窄。经营性现金流0.78亿元，同比

增长129.90%，经营性现金流自2020年Q3起逐季持续为正。 

毛利率扭负为正，费用控制日益优化：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持

续扩大，盈利能力不断改善。2021年上半年公司销售毛利率实现

转正，达5.79%，同比增长19.07pct。公司管理费用率21.55%，

同比下降8.58pct，财务费用率5.51%，同比下降4.69pct。同时，

公司整体医疗床位使用量仍处于快速提升阶段，运营成本、期间

费用相较于营业收入也处于较高水平。 

3. 2021年半年度公司旗下三家医院经营情况概述 

（1）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 

2021年上半年，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门急诊和住院人数再

创历史新高。门急诊总量突破6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70.75%，

住院人数突破2.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5.08%，手术量突破

6700例，较去年同期增长53.90%，实现营业收入3.45亿元，同比

增长55.89%，净利润0.42亿元，同比增长143.97%。各项重要医

疗质量指标全部达标。随着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二期新综合医

疗大楼的正式投用，医院学科实力进一步增强。 

（2）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2021年上半年，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各项业务快速发展，

门急诊总量突破3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52.13%；住院人数

突破2.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4.55%；手术量突破1万例，

较去年同期增长176.28%，实现营业收入2.46亿元，同比增长

191.01%，实现净利润-2.51亿元，同比减亏26.85%。2021年5月

27日，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高分通过得JCI认证，这标志着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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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医疗质量和医院管理水平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跻身全球医院

管理先进行列，也将从医院管理体系构建、医院各级人员的职业

素养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提升、医院品牌影响力提

升、助力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等几个方面对国际医学中心及公司发

展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3）西安国际医学商洛医院 

商洛医院（新院区）已于2021年3月28日正式开诊，总建筑

面积22万平方米，规划床位1,800张，由妇女儿童医院、康复医

院和以神经、肿瘤、心胸、消化、骨科，眼科中心等特色专科为

主的综合医院组成，是按照JCI和三甲标准建设的集医疗、教学、

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综合医院。随着新院区正式启用、

开诊，医院积极组织义诊活动，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医院就

医环境、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2021年上半年，商洛国际医学

中心医院门急诊总量突破6.2万人，住院人数突破5000人，实现

营业收入0.49亿元。 

4. 公司核心竞争力 

（1）医疗品牌优势 

公司经营以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为主体的医疗机构，公司旗

下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在陕西省内乃至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

度与行业影响力。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凭借其齐备的科室设

置，高层次的专家与诊疗队伍，先进的医疗设备，成为全国第一

家获批的社会资本兴办的三级甲等医院。旗下西安国际医学中心

医院作为国内最大单体医院，拥有中国中西部地区一流的软硬件

实力，正处于业务快速发展期。公司的三大医疗服务院区完成布

局，已发展成为国内大型上市医疗服务集团，成为中国资本市场

综合医疗服务的标杆企业。 

（2）经营体制及管理优势 

公司在医院的运营与管理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采用

集团化管理，分院区经营的运营模式，旗下医疗机构建立了完善

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和专业的医疗技术、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专

业培训等管理体系，医院经过长期的创新发展，实现了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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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水平的跨越。同时，在医院制度设计、成本控制、人员

管理、激励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公司专业化发展，

为新增医疗服务机构的运营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公司旗下

医疗机构均实现医保覆盖，公司将发挥营利性医院的机制优势,

以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和高效的运营管理服务患者回报社会。公

司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已建立了健全的内部控

制制度，能够有效保证公司运行的效率、提高公司的经营能力。 

（3）人才团队优势 

公司在多年的规范经营和不断发展中，聚集并培养了一大批

优秀的、具有丰富医疗业务管理及临床诊疗经验的医疗专业人才

队伍。公司旗下医院人才结构合理，优势突出，由自身培养和来

自知名医疗机构、部队医院的“国之名医”、三级以上教授、国

家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各学科带头

人组成的专业高效的专家骨干团队是公司取得长远发展的重要

保证。公司通过打造良好的人才培养、任用、评价、激励体系，

努力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环境，为企业未

来发展提供强大支持。 

（4）医教研协同优势 

公司旗下医疗机构学科齐全，重点专科优势突出。作为高水

平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公司旗下主要医疗机构各学科设置齐

全，多个学科为国家、省、市级的重点和优势专科，是国家卫健

委、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干细胞临床试验机构、药物临床

试验机构、质子放射治疗机构，也是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

陕西中医药大学、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延安大学医学院教学医

院和博士后工作站，每年承担大量临床教学、研究生教育和继续

教育任务，并持续为公司发展培养输送专业人才。公司成立了由

中科院院士领衔的生命科学研究院，在基因与干细胞领域展开临

床研究。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正积极与国内知名院校联合申报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力。 

公司积极搭建学术科研平台，每年发表大量专业学术论文，

申报开展多项国家级、省市级科研项目，举办具有国内外行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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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专业学术会议。 

（5）国际合作优势 

公司致力医疗健康产业，与海内外战略合作伙伴展开深度合

作，共同推动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以国际化视野擘画未来，通

过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医疗服

务机构、科技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同步国际先进医疗技术与服务，

实施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医疗健康服务。 

（6）资本整合优势 

公司作为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通过内部规范运作、完善公

司治理，以技术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以健康为目标，将充分

借助资本市场的信息传播、资源配置功能，结合所处区域拥有的

丰富、优质医疗资源与区位优势，通过产业基金等多种方式推动

产业整合和优质医疗项目并购等资本运作，加快公司高质量发

展。 

5. 公司多样化特色专科板块建设情况 

公司旗下大型医疗机构，针对医疗服务市场主要需求，设置

了脑科、心血管、消化、胸科、肿瘤、血液病、骨科等大型专科

医院，并布局了整形美容、辅助生殖、康复、妇儿、特需等特色

专科医院及中心。一是依托拥有的强劲医疗实力，打造大型优势

专科，提升业务规模，满足服务需求；二是打造消费医疗特色专

科，契合居民消费升级趋势，以三甲医院规范化的医疗品质，拓

展高附加值医疗市场。 

公司旗下专业医疗美容机构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医院作

为集医学美容、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现代化医学美容整形医院，

汇聚医学美容临床实践经验，融合国内外技术精髓，为广大医美

需求客户提供符合国际医疗标准的服务。2021年6月28日，整形

美容专科医院新大楼正式动工，将有效提升医美业务的供给，满

足旺盛的市场需求，提升客户就医体验。公司辅助生殖医学项目

目前正在运行夫精人工授精业务，待获得卫生主管部门批复后将

启动IVF业务，该中心具备每年4万例IVF周期运行能力，将成为

国内规模最大的生殖医学中心之一。按照国际JCI认证标准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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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标准规划建设的西安国际医学康复医院是

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培训、康复于一体的全球超大专业康

复医学中心，打造临床、康复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投用后将极

大满足患者需求，有效填补市场空白。 

6. 公司拓展分级诊疗业务情况 

在构建分级诊疗体系方面，公司正依托健康中国战略，积极

发力健康产业，充分利用现有优质医疗资源，扩大医疗服务业务

规模，积极拓展分级诊疗网点，全力打造新型医联体，一是由旗

下医院先后自主设立了西安蓝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星、比亚

迪医务站等，托管兵器工业204职工医院。二是与陕西省内的50

余家基层医疗机构签署协议开展业务合作，并不断向中西部地区

拓展基层合作医院网络，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的同时，为

更多的急危重症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加快构建立足西安，覆盖陕

西，辐射中西部的医疗服务线下连锁网络。 

7. 医疗政策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60岁人口占比达到

18.17%，同期新生儿数量却持续下滑，2020年中国新生儿数量为

1200万，出生率为0.85%，为建国后最低水平。伴随出生率下降、

预期寿命提升，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人口的结构性问

题日益突出。同时，我国慢性病患病率已达23%，过去10年，平

均每年新增慢性病例接近2倍。心脏病和恶性肿瘤病例增加了近1

倍。慢性病、恶性肿瘤正成为威胁中国人健康的致命疾病！人口

老龄化、慢性病发病趋势加剧显著提升医疗服务需求。 

在居民家庭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趋势下，居民健康观念、医

疗消费习惯的转变，主动医疗、保健医疗、美容医疗、康复医养

等新兴服务需求增长，更注重服务体验的社会办医院越来越受到

医疗消费者的关注。从1997年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颁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发展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

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2019-2022年）》

等一系列重大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法举办医疗卫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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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支持社会办医与政府办医开展多种类型的医疗业务合作，社

会办医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专科建设、等级评审、医疗卫生人

员职称评定等方面享有与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同等的权利。

为公司这样掌握优质医生资源，同时具备优秀的管理能力的民营

医疗服务机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021年3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网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作为指导中国今后5年及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再次强调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以提高医疗质

量和效率为导向，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非公立医疗机构为补

充，扩大医疗服务资源供给，肯定了社会办医的重要地位。 

2021年，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

《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关于加快推进康

复医疗工作发展的意见》《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为公司所处的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公司高附加值医疗业务板块受益。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年 08 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