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度报告期内，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切
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认真履行股东大会赋予董事会的职责，勤勉尽责、
不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明确公司发展战略及目标，确保董事会有序运作。现将
公司董事会 2020 年度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0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67.38 万元，较上期同期减少了 63.26%；实
现营业利润 1,223.9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292.51 万元；利润总额 1,213.0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713.83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3.95
万元，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 138.58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33,407.44 万元，
较期初下降 11.86%。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医疗信息化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丽水运盛专注于医疗信息化项目的应用升级与服务，已完成
基础建设（数据中心、卫生专网）、智慧健康(区域 HIS、公共卫生、血液、120 急
救等多个软件系统)和信息惠民（预约诊疗、双向转诊、远程医疗等）三大工程
建设，建成“一朵云、一张网、一个中心、四大数据库、四大标准规范、六大业
务应用”，项目应用覆盖丽水全市 10 家卫健部门、 22 家县级以上医院、33 家
公共卫生单位、225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含分院）、835 个村级卫生室，并对全
市所属 6,600 名医生进行 CA 认证。项目拥有丽水市近 300 万人口健康档案及医
疗大数据，实现丽水市人口健康数据、医疗数据的互联共享。报告期内，丽水运
盛基于人口信息化平台，已实现区域影像“云胶片”、
“双网融合”、
“基于医共体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政补偿机制改革绩效考核项目”、
“流动医院”等项目运营
落地，实现营业收入 2,461.08 万元，较 2019 年度 407.36 万元增加 2,053.72
万元，营业收入增长 504.15%，净利润较上期增加 3,627.01 万元，盈利能力及

质量大幅提升。
1、云胶片使用量持续提升。截止 2020 年末，在丽水市行政区域内，公司已
经完成 18 家县级以上医院的系统接入，2020 年新增接入 6 家，云胶片 2020 年
累计检查量 158.55 万人次，实际收费量 83.03 万人次，转化率 52.37%，较 2019
年同期增长了 41%。同时，公司加强同医院各科室业务对接，针对各医院内部管
理规范的不同，采取个性化的服务模式，提升转化效率、缩短回款周期。
2、突出业务主次，重点攻坚的开发项目实施及验收有序完成。2020 年公司
重点推进“基于医共体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政补偿机制改革绩效考核项目”，
于 2020 年第三、第四季度陆续完成丽水九区县项目验收。截止本报告日，已经
完成所有区县卫健局的回款工作。
3、技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在浙江省“最多跑一次”的改革任务要求下，
丽水运盛将持续优化应用服务，数据平台实现诊疗人数 387 万/次，增幅 11.86%；
双向转诊累计 15567 人/次，增幅 231%；预约挂号累计 33961 人/次，增幅 135%。
同时完成了以下工作：
（1）全市 215 家基层医疗机构门诊号源上传省号源平台工
作；
（2）完成全市 5 家公立医院在线取号功能上线浙里办，通过浙里办在线取分
诊号，到场直接就医；（3）完成全市 22 家公立医院检验、检查数据共享至省平
台，并通过浙里办报告查询应用开放至丽水 300 多万居民调阅；
（4）完成了丽水
市下属九个区县公卫档案质控、档案开放数据对接工作；
（5）完成丽水市居民健
康档案上线浙里办工作，居民可通过浙里办调阅本人历次就诊记录、公卫服务记
录、检验检查记录、健康体检报告等。未来公司将持续围绕政府重点医改任务，
深挖医疗监管部门、医疗机构及市场需求，努力探索创新运营模式。
二、医疗服务业务
公司医疗服务业务主要的载体为公司拥有 60 年经营管理权且属于公立性质
的旌德县中医院。通过全资子公司旌德宏琳的经营管理和资源整合，为当地居民
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在旌德宏琳的经营管理下，旌德县中医院 2020 年实现营
业收入 4,385.1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6%。
2020 年，在全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旌德县中医院先后派出两批
次援鄂医疗小组支援抗疫工作，同时快速完成了本院发热门诊改造、开通核酸检
测通道，在第一时间对疫情工作进行部署及安排。其次，在临床及多元化创新经

营管理化，全年先后完成关节镜技术、微生物实验室等 13 个“三新”项目立项，
使中医院业务步入良性有序的发展轨道。此外，按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要求，
完成三个乡镇卫生院的支撑帮扶任务，完成了宣城市二级以上医院“双百考核迎
检”等重点工作。
公司将结合旌德县国际慢城定位及中医院业务特色，坚持创建中医、针灸推
拿省级特色科室，坚持中西医并重协调发展，坚持市场化经营，积极探索医疗康
养新模式，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三、医疗流通业务
公司通过获取上游医疗产品、医疗智能产品的代理权，向下游医院、客户、
经销商和个人进行相关产品的销售，同时为其提供采购、仓储、物流配送、资金
支持等服务。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研究数据表明，2020 年我国医疗器械市场
整体规模将超过 7600 亿元，国内的医疗流通企业约 19 万家，前四大流通企业占
比仅 12%。同时，今年受新冠疫情及器械耗材两票制的影响，企业间竞争极为激
烈，集中度低、专业化服务低，市场资源向头部企业集中。
在疫情管控常态化形势下，为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染，“机器换人”的
需求被激发，防疫机器人价值凸显，公司新拓展的医疗智能产品供应链业务，可
全面适应包括医疗业务宣传、药品配送、巡检等应用场景。公司将积极促进供应
链业务的创新和应用，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拓展品类，需求新的场景应用机
会。
二、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公司董事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忠实履行诚信及勤
勉义务；独立董事恪尽职守，独立履行职责，充分关注股东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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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召开及运行情况
2020 年度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11 次董事会会议，董事会的召集、
提案、出席、议事、表决、决议及会议记录均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
定要求规范运作。公司全体董事均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会议。董事会审议表
决事项如下：
1、2020 年 3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 4 项议案：（1）《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关于公
司子公司 2020 年度融资额度预计的议案》（3）《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和关联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4）《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 4 项议案：
（1）
《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
《关于聘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3）《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公司名称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4）《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2020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 12 项议案：
（1）
《关于<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4）《关于<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5）
《关于<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6）
《关于<运盛（上
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7）
《关于运盛（上
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8）
《关于<运盛（上
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9）《关于运
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10）
《关于运盛（上海）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11）《关于运盛（上
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变更的议案》。
4、2020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 2 项议案：(1)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及正文》 (2) 《关于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
5、2020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 1 项议案：（1）《关于向旌德县中医院银行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6、2020 年 6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 1 项议案：（1）《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7、2020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 2 项议案：
（1）
《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
8、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 2 项议案：
（1）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2）
《关于选举增补
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9、2020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 1 项议案：
（1）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
《关于与旌德县中医院重
新签署借款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关于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
议案》（4）《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0、2020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 2 项议案：
（1）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2）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

11、2020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 4 项议案：（1）关于《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
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始终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
《公司章程》及相关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职责的规范性文件履行职责，积极参与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董
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会议并认真审核会议事项，积极与公司相关人员沟通以了解
公司经营状况，关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聘任及薪酬情况、现金分红、定期报告、信息披露执行情况、内部控制及聘任或
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等事项，切实维护了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
公司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股东大会情况详见“（一）全体董事参加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的情况”。
（四）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2020 年度，公司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共计召开 9 次会议（审计委员会会
议 4 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 1 次、战略委员会会议 1 次、提名委员会会议 3
次）。各专门委员会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开会议，并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各委员会的职权
范围内运作，提出意见及建议，供董事会决策参考。
（五）信息披露管理
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完成了 2020
年度信息披露工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发布会议决议、
重大事项等公告，忠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透明度，
最大程度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三、2021 年公司董事会工作目标
2021年，董事会将继续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健全
公司规章制度，不断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全体董事将加强学习培训，提升履职能
力，更加科学高效的决策公司重大事项，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认真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增强公司管理水平和透明度。
通过多种渠道加强与投资者的联系和沟通，以便于投资者快捷、全面获取公司信
息，树立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