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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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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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享有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股本权利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不以资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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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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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新联路 625
号
号

传真

0571-81397100

0571-81397100

电话

0571-81397006

0571-81397006

电子信箱

contact@herenit.com

contact@hereni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以医疗信息系统及数字化场景应用系统的研发销售、实施集成、服务支持为主营业务的总体解决方案服务商。从
流程、系统、数据的角度，公司为医疗机构与医疗卫生管理及协作机构的数据采集、融合、处理、存储、传输、共享和应用
提出基于自有核心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的主要业务可以分为医疗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场景应用系统两大部分，报告期内
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1. 医疗信息系统
智慧医疗信息系统是根据医疗机构和医疗卫生管理及协作机构的具体业务流程和数据管理需求，构建相应系统和底层数
据架构，最终实现医疗行为流程的应用服务、系统管理、数据融合。智慧医疗信息系统可以具体分为医院临床信息系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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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智慧医疗（数字健康城市）解决方案两个板块：
医院临床信息系统以电子病历为核心实现临床医疗行为的完整纪录，包括数据的不错、不漏和实时互联互通。该系统主
要包括高端结构化电子病历系统、一体化医护工作站、医疗信息集成平台、临床数据中心、临床路径和辅助决策系统（CDSS）
等电子病历及临床应用系统和将商业分析（BI）、企业资源管理（HRP）、客户关系管理（CRM）等企业经营管理理念运
用于医疗机构日常运营的管理应用系统。医院临床信息系统覆盖和支撑医院线下业务、线上互联网医疗业务，以及医院集团
和区域医疗中心业务。
城市级智慧医疗（数字健康城市）解决方案是城市范围内基于医疗-卫生-健康数据的互联互通，实现机构间业务流程协
同和患者全程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是院内业务协同与数据互联互通在区域范围的延伸和拓展。该方案立足于大医疗、大卫
生、大健康和大服务的角度，实现跨机构的业务协同和可能的业务创新，提供检查检验结果共享互认、在线支付、区域版电
子病历、医生移动助手，与健康档案融合并提供实时在线查询、信用就医等惠民便民的医疗健康服务；实现智慧医院、医院
集团、医联体、医共体等医疗健康服务机构的业务协作、分级诊疗、慢病和健康管理等业务协作；同时辅助医院和管理部门
实现业务的有效监管、质量控制、综合控费、辅助决策、应急防疫等数字治理和实时服务需求；通过搭建基于云架构的综合
服务平台，可对接数字城市平台（城市大脑），满足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医疗健康的业务与数据的深度应用和跨界场景需求，
支撑健康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
2、数字化场景应用系统
数字化场景应用系统是公司临床信息系统在不同医疗服务场景下的延续应用。该系统以各场景内的业务需求为导向，借
助无线网络、物联网等通讯技术整合临床医疗信息系统、运营管理信息系统及该场景内其他设备、仪器等的数据，进行该特
定应用场景下的业务支撑和医疗及管理数据分析、挖掘和应用。该系统主要包括智慧门诊、智慧住院、智慧医技、智慧手术、
智慧重症监护、智慧后勤、智慧机房综合运维平台、综合运营和管理中心（HCC）等。
（二）公司产品竞争优势
随着公司在行业及市场的不断投入、持续研发及产品的更新迭代，公司产品在市场应用方面具备以下特色及优势：
1、支持国产化操作系统和数据库
公司核心产品可以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包括国产化操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采用Linux开源操作系统，
客户端可以支持各种国产化操作系统、Windows、MacOS等计算机操作系统，也可以运行在平板、PDA、手机等多种类型的
终端上；公司核心产品可以支持国产化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可支持超大规模集团医院或城市平台的业务，具备很好的水平
扩容能力，支撑快速增长的数据量；新一代医院信息系统也已主体实现国产化支持。
2、积木式组装能力
公司自研支持组件化方式组装业务工作站的基础框架，基于之上研发的公司核心产品（如新一代医院信息系统、数字健
康城市平台等）让交付团队能完成系统的定制组装，实现了研发和交付的相对分离，既可以提高医院信息系统的产品化水平，
同时也能满足医疗机构的个性化需求。具体分工上，研发团队负责完成最小功能组件的开发，交付团队负责根据用户实际需
求组合这些最小功能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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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也可以缩短上线周期。
例如，江苏省中医院（注：该院是中国首批成立的省级中医院，拥有超过3300张床位和超4000名医护教职人员；连续21
年名列江苏省门诊业务量第一；在2020艾力彼中医医院100强中排名全国第2。）选用公司新一代医院信息化系统整体服务，
从交付团队进场到完成整体切换上线（包括：门诊、急诊、住院全线业务系统；集成平台；数据中心；互联网医院等）仅用
时4个多月。
医院信息化系统优势（以新一代医院信息系统为例）
全新设计
以临床为核心全新设计底层信息模型，让信息化覆盖医院核心业务功能、流程，符合最新国家
建设标准和规范
全新技术
采用企业级互联网系统技术框架，采用标准开放的微服务架构和功能组件，可支持超大规模集
团医院一体化部署，实现业务和数据无缝协同。在系统部署方面，支持高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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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化
实现了HIS+EMR一体化、门急诊住院一体化、院内院外一体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固定移动一
体化、多院区一体化
智慧化
将智能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和临床辅助决策支持深度融合到核心业务场景中，内置了大量的医
疗规则和预警机制，通过事中提醒或拦截通知医护人员，有助于提升医疗安全
闭环化
药疗、检查、检验、手术、用血、治疗等核心业务流程形成闭环管理，可以有效解决业务环节
缺失的问题，做到所有业务点可回溯，并规范了医疗行为，推动临床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
移动化
满足移动医疗场景需求，通过平板、PDA和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随时随地为医生、护士提供实
时的线上线下联动的医疗数据和业务功能，实现医院核心医疗业务的移动化，让医护人员与临
床信息零距离，有效提高临床医护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将其作为
日常工作场景的生产工具
开放性
系统内置开放共创平台赋能合作伙伴，便于合作伙伴参与共创，实现安全机制、用户体系、业
务数据、业务功能的开放和融合，让系统功能不再受限，让用户感受到统一的用户体验
城市级智慧医疗（数字健康城市）解决方案优势
数据标准可扩 平台基于国际标准进行数据建模，可复用、可扩展、易维护。服务平台具有技术先进性和可扩展
展
性，支持资源池化、弹性扩展、智能运维，实现离在线数据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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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数据驱动 通过对海量的医疗、健康、医保等数据的整合、关联、挖掘和分析，建立实时的数字健康城市平
管理重塑 台，以数据大集中推进业务大协同，数据驱动管理重塑，为城市运行管理提供更科学的监测分析
和预警决策能力，更高水平的智能化执行能力，更协调的跨部门、多层级和异地合作能力，推动
城市管理行为向跨条线、跨部门协同模式转变，逐步建立起了以信息为核心、以事件为驱动的新
型城市智慧管理中心，以新理念打造宜居健康城市
实时在线的云 建成伴随一生的实时、在线、全程、全域的个人健康活档案，提高群众就医满意度，实现居民医
病历
疗健康信息顺畅流转，赋能医疗信息查询、疾病风险评估、家医签约、在线问诊，提升医护人员
和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
（三）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客户需求的持续提升是推动行业快速发展的根本因素。
2、国家政策支持以及行业标准体系陆续出台（智慧医院三大评级标准）是促进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3、新场景以及信息技术在医疗健康行业的创新应用不断发展革新推动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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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总资产

1,520,388,099.55

1,562,326,060.38

-2.68%

953,077,63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1,721,980.14

1,095,082,733.06

3.35%

618,277,579.88

2021 年

2020 年

464,199,738.03

454,738,265.15

2.08%

440,959,83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807,299.27

43,142,792.75

-19.32%

41,234,82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098,850.87

32,034,191.63

-15.41%

32,192,174.83

-17,830,829.38

-67,562,479.64

73.61%

41,415,638.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8

-27.78%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8

-27.78%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3%

6.21%

-3.08%

7.07%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末

2019 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79,315,197.27

112,452,044.40

114,151,786.04

158,280,71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97,500.52

13,759,038.83

16,103,037.67

-452,27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07,253.21

12,254,190.66

14,353,317.61

-2,315,910.61

-39,788,389.80

-26,235,309.34

1,410,534.51

46,782,335.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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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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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9,876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9,876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持有特别表决
0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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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磐源投资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43.95%

116,454,980

#杭州磐鸿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5.37%

14,240,800

0

武汉雷石瑞丰
股权投资合伙 境内非国有
企业（有限合 法人
伙）

2.96%

7,840,000

0

尤飞煌

境内自然人

2.37%

6,267,247

0

#廖群娣

境内自然人

1.45%

3,840,831

0

青岛城投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 国有法人
公司

1.35%

3,569,607

0

解光玖

境内自然人

1.23%

3,262,215

0

王秀梅

境内自然人

1.21%

3,206,773

0

李圣锦

境内自然人

1.19%

3,150,327

0

#袁晓

境内自然人

1.13%

3,000,0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0 质押

数量
69,61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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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磐鸿投资管理合伙企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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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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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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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框图中的持股情况为2021年12月31日的情况，截止年度报告披露日，因和仁科技办理完成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业务，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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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减少至264,885,681股,，磐源投资的持股比例为43.96%，磐鸿投资的持股比例为5.38%。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 年 12 月 14 日，公司控股股东杭州磐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源投资”
）
、实际控制人杨一兵先生、杨波先
生与科学城（广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学城信科集团”
）共同签署了《关于浙江和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股份转让协议》
（本公告中简称“
《股份转让协议》”
）
。同日，磐源投资、杭州磐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
称“磐鸿投资”
）
、杨一兵、杨波与科学城信科集团签署了《表决权放弃协议》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磐源投资将其
持有的 79,400,000 股公司股份，转让给科学城信科集团，转让总价 1,078,252,000.00 元（大写：拾亿零柒仟捌佰贰拾伍万贰
仟元整）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
科学城信科集团将持有公司 79,400,000 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9.96%，
磐源投资持有公司 37,054,980 股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为 13.98%（截止年报披露日，因和仁科技办理完成离职激励对象的未
解锁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总股本相应减少至 264,885,681 股，本次转让股份 79,400,000 股对应的比例变更为 29.97%，
磐源投资交易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变更为 13.99%）
。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将发生变更。科学城（广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控
股股东，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2021 年 12 月 17 日、2022 年 3 月 11 日、2022 年 4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法定代表人：杨一兵
浙江和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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