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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40,000 万元

（含 140,000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新一代智慧医疗产品开发及云服务项

目、互联网医疗及创新运营服务项目、营销服务体系扩建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及偿还银行贷款项目”，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额 

（万元） 

1 新一代智慧医疗产品开发及云服务项目 49,450.00 49,000.00 

2 互联网医疗及创新运营服务项目 36,413.50 35,000.00 

3 营销服务体系扩建项目 14,027.05 14,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42,000.00 42,000.00 

合计 141,890.55 140,000.00 

在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需

要以自筹资金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依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和程序对先期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若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

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

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新一代智慧医疗产品开发及云服务项目 

1、项目概况 

围绕医疗健康服务业的发展需求，从医疗机构、保险机构、政府以及医生、

患者、老人等方面构建新一代智慧医疗产品及云计算服务。以医院集成平台和区

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等为基础，以数据为核心、AI 为引擎对公司已有医院信息

系统(HIS)、临床信息系统（CIS）、医技信息系统、区域卫生信息系统、基层卫

生信息系统、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医联体信息系统、医保信息系统、养老信息系

统等产品进行升级和新建，扩展和深化医疗健康应用服务场景，实现医疗健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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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从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联动向智能化转变、实现主动健康服务。面向医疗

卫生机构、社区、养老机构等提供云服务，主要包括医疗云、社区云、人工智能

辅助诊断云、养老云等产品，帮助医疗卫生机构科学制定部署模式（公有云或私

有云）、按需合理选择云服务（基础设施类、业务应用类），有序推进医疗上云、

健康上云，实现传统 IT 架构升级，提升信息化支撑服务的能力。 

本项目的建设将对公司既有产品线进行升级以及建立基于中台的智慧医疗

健康信息产品，完善云计算服务业务运营体系。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49,450 万元，其中 49,000 万元拟以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入。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医疗健康信息化已纳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发展战略，将实

现重点突破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完善

人口健康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和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且作为今后 15 年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国务院《“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中将促进人口健

康信息互通共享、积极推动健康医疗信息化新业态快速有序发展作为人口健康信

息化建设的两大重点任务。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医疗卫生信息化在我国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过程中的起到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 

（2）政策推进及用户需求升级要求医疗卫生信息化产品及服务进行改造升

级 

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管

理、分级诊疗、医共体（区域内的医疗联合体）试点改革、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

估、互联网+医疗健康等政策、规范和标准不断推出，对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

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时间进程，医疗卫生机构从自身发展的角度也需要进行持续

完善和优化升级。在现有信息化基础上，进行更全面、更智能的系统建设，实现

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这给医疗卫生信息化行业带来了巨大契机，也亟需相关产

品和服务的升级。 

http://www.so.com/link?m=apAaG7oxk2QeWraCnRbbnoVe4PBczSSNrvrAXWvKjtynrPmtWoqZ58Xi4IVvJCsfqEJUhf998Pgnzh73kPbaIMij%2BlZ0ZLbPtAcBV%2F6yI7PLZSZvai6OcWG8vL%2F6dZOqaFmyvJTcXRznNtO1i2iPjHV8G4o4RPPTTUfXRLW17M7xf7MJwYrBqQlkesqBEDteZMD64TWOnodId%2FBndqhhKOFY6XI358GRCCd1lDykqVV7IAAH%2FOvs8jJTpC1l%2BPM8gLYD09ks%2BxssAFUllWbsqXviK3d0g0lou
http://www.so.com/link?m=apAaG7oxk2QeWraCnRbbnoVe4PBczSSNrvrAXWvKjtynrPmtWoqZ58Xi4IVvJCsfqEJUhf998Pgnzh73kPbaIMij%2BlZ0ZLbPtAcBV%2F6yI7PLZSZvai6OcWG8vL%2F6dZOqaFmyvJTcXRznNtO1i2iPjHV8G4o4RPPTTUfXRLW17M7xf7MJwYrBqQlkesqBEDteZMD64TWOnodId%2FBndqhhKOFY6XI358GRCCd1lDykqVV7IAAH%2FOvs8jJTpC1l%2BPM8gLYD09ks%2BxssAFUllWbsqXviK3d0g0lou
https://wenda.so.com/q/148939628120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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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进步推动着行业应用及服务模式的创新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区块链、5G 等新技术在医

疗卫生行业的应用，医疗卫生信息化的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涌现出智能辅助诊

断、健康监测、移动医疗、信用医疗、远程医疗、远程监护等新的医疗卫生信息

化领域，在提高医疗服务能力与效率、改善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还极大地拓宽

了医疗信息化的深度和广度。新技术的应用还催生出 B2C、O2O、云服务等运营

模式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运用，带动了整个健康服务业运作和盈利模式的创新。因

此，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将医疗服务、人口健康管理、养老、医疗保险以及

相关服务进行有机整合，在此基础上实现产品、服务以及盈利模式的创新已经成

为公司保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4）云计算市场空间巨大，可为企业带来更多业务发展机会 

根据中国信通院《云计算发展白皮书(2018 年)》资料，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

总体呈稳定增长态势。2018 年，以 IaaS，PaaS 和 SaaS 为代表的全球公有云市场

规模达到 1,363 亿美元，增速 23.01%。未来几年市场平均增长率在 20%左右，

预计到 2022 年市场规模将超过 2,700 亿美元。2018 年我国公有云市场保持高速

增长。2018 年我国云计算整体市场规模达 962.80 亿元，增速 39.20%，其中公有

云市场规模达到 437 亿元，相比 2017 年增长 65.20%，预计 2019-2022 年仍将处

于快速增长阶段，到 2022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731 亿元；私有云市场规模达 525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23.10%，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稳定增长，到 2022 年市场

规模将达到 1,172 亿元。2018 年中国企业级 SaaS 市场规模为 243.50 亿元，同比

增长 47.90%，潜在市场空间巨大。 

（5）互联网+医疗健康行业发展缺乏与之相适应的专业化云服务 

随着医疗卫生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以及互联网化的迅猛发展，医疗健康业

务“云网融合”趋势也急速凸显。在此背景下，将医疗健康行业通用性强、标准化

建设程度高、产品需求显著、适用范围广、集约化建设程度高、知识共享性强的

专业应用，或者对基础设施外包服务（计算、存储、安全等）意愿强烈的用户需

求打造提升为 SaaS（业务应用类）和 IaaS（基础设施类）云服务。 

https://www.baidu.com/link?url=yaNMSF00Qcw9GBFTRTeUtcUfvqHjFo3leWSo1O_2OcpYYv_i28Qe81-X_nLZJ3BSuaFMg9joORGR7Zs8_MKqm_&wd=&eqid=883a5162000b8147000000035d6f4a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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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云计算等新技术推动专业化的健康信息服务和智慧医疗服务尚处在起

步阶段，专业化云服务产品比较单一且供给不足，这与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的

蓬勃发展不相匹配，比如：缺少适用于中小型医疗机构的医疗云、面向社区家庭

医生为居民提供主动健康服务的社区云、帮助医生提高临床诊断能力的人工智能

辅助诊断云、适应多种养老服务模式的养老云等，亟需建立各项医疗健康云服务，

形成区域协同、知识共享、服务一体、智能辅助的医疗服务格局，提高医疗服务

质量和社会满意度。 

（6）依托公司现有产品优势提供专业化云服务，扩大传统与创新双轮驱动

下的业务增长点 

公司在智慧医疗、智慧社区、智慧养老等方面均有成熟解决方案和产品，部

分产品已开展 SaaS 云服务并取得一定效益，需要进一步扩大项目建设成果，增

加服务机构数量，实现传统与创新双轮驱动下的服务多元化发展，扩大业务增长

点。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国家政策的支持为行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核心的国家政策为整个行业的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政策基础保障，此外，还包括《“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十三五”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的意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

用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

的指导意见》、《关于印发“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均支

持和鼓励通过信息技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质量，提高健康管理水平和进行

服务模式创新，为信息技术在整个健康服务产业的应用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持续增长的需求为行业升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近几年，我国医疗信息化软件和服务市场规模呈稳定上升趋势。据前瞻产业

研究院发布的《2019 年中国医疗信息化产业全景图谱》和《中国医疗信息化行

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医疗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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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为 448 亿元，同比增长 17.59%。未来几年，我国医疗信息化规模将持

续增长，到 2023 年，我国医疗信息化规模将突破 1,000 亿元。尽管我国医疗卫

生信息化投入增长较快，但占整个卫生支出的费用比重一直处于较低的状态，一

直未超过 1%，2017 年达到 0.73%。从更为细分角度看我国医疗信息化市场组成，

硬件占比一直在 60%以上，软件 2017 年占比为 33%。这说明我国医疗信息化行

业发展潜力巨大。 

云计算产业方面，2018 年 7 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推动企业上云实

施指南（2018-2020 年）》，主要任务包括科学制定部署模式（公有云及私有云）、

按需合理选择云服务（基础设施类、平台系统类、业务应用类）、稳妥有序推进

企业上云、提升支撑服务能力及强化政策保障。到 2020 年，力争实现企业上云

环境进一步优化，行业企业上云意识和积极性明显提高，上云比例和应用深度显

著提升，云计算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广泛普及，全国新增上云企业

100 万家，形成典型标杆应用案例 100 个以上，形成一批有影响力、带动力的云

平台和企业上云体验中心。 

（3）多年的业务积累为产品和服务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推广基础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成熟可靠的项目开发运作经

验，具有稳定高效的管理架构和管理机制，同时还积累了优质客户资源和渠道。

公司在全国有数量众多的标杆客户，在创新产品示范应用和服务能力提升方面已

形成用户基地，云计算在全国开展相关服务，覆盖省、市、县不同层级的医疗卫

生机构、医联体和医疗集团，在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方面积累了经验，这些均为

本项目的实施和后续推广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此外，公司具有 ITSS 信息技术服

务运维维护标准一级、ITSS 云计算服务能力（软件即服务 SaaS）二级、ITSS 云

计算服务能力（私有云 IaaS）二级的相关资质，CCRC 信息安全服务二级、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等资质，确保为创新产品

的升级、使用、推广和运营维护提供稳固的技术支撑。 

（4）长期的技术储备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充足的技术支持 

公司长期从事医疗卫生信息化产品的开发和部署实施，在技术上储备了大量

成熟的基础构件，各类 IT 新技术上均有相应的原产品、控件、源代码、知识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9%83%A8/835197


6 
 

方法库、方案库以及自主知识产权。在前沿技术方面，公司与国家卫健委、工信

部以及高等院校等合作，开展过大量的课题研究，这些项目的完成均给公司带来

大量知识性成果。公司研发机构、人工智能实验室以及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成

立的联合实验室，在云计算、大数据、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区块链、并

行计算、移动互联等方面均有一定积累。此外，公司还不断引进新的技术力量，

充实到公司研发队伍中，形成新旧技术交替互补的技术储备模式，这些都为本项

目的实施提供了充足的技术支持。 

4、项目建设方案 

（1）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包括医院信息系统、区域卫生信息系统、健康养老信息系

统、中台基础架构和云计算服务五大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医院信息系统 

在对既有医院临床数据中心、运营数据中心、院内集成平台、患者主索引进

行完善和改造、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的基础上，构建院内大数据中心和 AI

引擎，开发一系列智慧应用产品。院内大数据中心汇集医院临床数据中心、运营

数据中心和科研数据中心的数据，实现对数据资产的高效管理和利用，实现数据

反哺业务，为智慧应用提供基础数据保障；AI 引擎通过规则库、知识库、专家

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各类智慧应用，实现智慧应用的快速构建及交付，

确保临床诊疗安全和质量，提高医院工作效率；智慧应用产品推动医院能力建设，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主要包括智能导诊、智慧支付、智能辅助诊断、智慧质控、

智能护理、智慧审方、智慧控费等相关应用。整体上构建以数据为核心、平台为

基础、AI 为引擎的智慧医院信息系统。 

2）区域卫生信息系统 

在区域卫生信息化方面，在基于区域电子病历和健康档案共享服务和业务联

动基础上，打造卫宁健康区域卫生行业通用组件，以特色业务应用、大数据应用

为核心构建全新一代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区域卫生行业通用组件是对卫宁核心技

术进行分解、整合和包装，结合卫宁健康的行业经验和区域卫生的行业特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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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卫宁健康区域卫生行业通用组件，进而形成区域卫生企业中间件；打造一批紧

跟政策热点和业务内涵的特色应用产品，推动产品与人口健康事业发展的深度融

合，在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医联体/医共体、智慧社区、健康管理、健康扶贫等

领域形成具有引领行业发展和变革的解决方案和产品，确保领先优势；综合运用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和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医疗健康大数据应用突破，在医改监

测、卫生监管、绩效考核、社区综管、家庭医生服务、慢病管理、区域临床科研

等方面实现精准服务和精细化管理。 

3）健康养老信息系统 

充分发挥国家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企业领军作用，拓展和深化以医养结合为特

色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多种养老服务模式，形成医疗、养老、护

理、康复、体检、照护、健康管理、药品服务、保险结算等多领域合作的一体化

服务系统及产品，对电子病历、健康档案、养老看护等多种数据进行有效整合、

挖掘和利用，为老年人提供全程健康养老服务，整合线上线下多种服务资源，实

现信息共享和服务协同，打通从居家到机构、从养老到医疗的服务鸿沟。 

4）中台基础架构 

中台架构体系是医疗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载体，用以推动云计算、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高效赋能医疗业务，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满足医院发展需求，是

医疗业务、医疗数据、新兴技术和方法论不断融合创新的结果。 

卫宁中台基础架构建设，通过对技术层、数据层和业务层的建模、重构和封

装，建立一种最接近医疗服务本质的信息化架构，打造一个面向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医疗信息化专业应用提供商的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与专业应用系统的无缝对

接，形成一个医疗服务的多样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应用服务集群，支撑医疗服

务的创新、扩展和广泛联接。 

5）云计算服务 

i. 医疗云 

为中小规模医疗机构提供医疗云服务。基于云计算技术研发，统一集中式云

部署，为中小规模医疗机构等提供标准化、集约化、一体化、可共享的云端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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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系统，业务数据集中云端存储，支持医院间服务协同和数据共享，满足

管理机构对医院业务的监管。中小规模医疗机构通过统一的云端集中部署模式，

降低资金投入及管理成本。 

ii. 社区云 

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智慧社区云服务，支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

革、支撑分级诊疗制度落地。以社区综合改革为目标，以家庭医生为核心，遵循

国家社区卫生信息化标准规范，打造新一代智慧社区云，建设一个中心、两大平

台、一组业务协同应用和多个业务应用体系。一个中心即社区卫生应用支撑体系，

包含社区卫生数据中心及服务，实现社区内部数据资源统一整合、数据管理以及

统一对外的信息交换；两大平台是家庭医生工作平台和社区综合管理平台。一组

业务协同应用是支撑分级诊疗业务协同，对接市、区两级平台，实现联合签约、

预约转诊、处方延伸、费用审核等服务。多个业务应用体系支撑社区运营、电子

健康档案个性化应用、专项应用、创新应用等特色业务。 

iii.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云 

为医疗机构临床辅助诊断提供云服务。建立基于云计算平台的可视化、高可

用、交互式分析系统，通过临床知识库、认知计算和深度学习模块构建面向医院

医学影像存储和传输系统的辅助诊断平台，实现影像数据和病人数据的读取、管

理、关联和实时操作。 

iv. 养老云 

为政府公共服务、养老院/护理院/福利院、医养结合机构等提供智慧养老云

服务。构建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云平台，适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三种模式，机

构养老又可细分为单体、集团、连锁型养老机构。养老云提供医疗、护理、康复、

体检、健康监测、慢病管理、医养转诊等功能，为老年人提供一体化全程健康养

老服务，建立医疗记录、健康档案及个人养护信息整合机制。联动线上线下多种

服务资源，实现信息共享和服务协同，打通从居家到机构、从养老到医疗的服务

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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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总额和融资安排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49,450 万元，其中 49,000 万元拟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入，预算资金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投资总额（万元） 

建设投资 1,480.00 

设备投资 4,774.00 

研发费用 32,438.40 

实施费用 10,757.60 

合计 49,450.00 

（3）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卫宁健康实施。 

（4）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采用边建设、边应用的滚动开发方式，设备分批购买、安装和调试，

整个项目建设期为 3 年。 

（5）项目预期效益 

遵循谨慎性原则，按所得税后口径计算，该项目的投资回收期为 5.89 年（含

建设期）。经综合测算，本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8.73%，项目总体的预期经济

效益良好，财务风险较低。 

（6）项目所涉及的报批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备案手续。 

（二）互联网医疗及创新运营服务项目 

1、项目概况 

依托互联网开展医疗、商保数字化理赔、药品耗材供应链管理等创新业务项

目。具体包括：推动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以及互联网+医疗健康信

息化建设，建立以“云医”、商保数字化理赔为代表的智慧健康服务云，在云端汇

聚医疗卫生实体资源（供方）和各类服务需求人群（需方），带动精准营销等衍

生业务，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优化医院药品耗材供应保障体系，开展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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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供应链管理服务，构建医院“智慧供应链”。 

本项目的建设将对公司既有产品线进行升级并建立较为完善的互联网创新

业务运营体系、药品耗材供应保障体系。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36,413.50 万元，其中 35,000 万元拟以本次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入。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互联网+医疗健康是优化现有医疗服务，丰富服务供给的有力措施 

我国医疗需求增长和医疗资源不足导致的供需失衡，为互联网与医疗健康行

业的结合提供了切入点。互联网+医疗健康可实现“做优存量”与“做大增量”相结

合，可大大缓解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多样化医疗健康需求，对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

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提升医疗卫生现代化管理水平、公共服务均等化、

普惠化、便捷化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2）“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产业亟待发展，市场容量巨大 

据中国行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7 年-2022 年中国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业

商业模式及投资商机研究报告》，2017 年互联网医疗规模突破 300 亿，2009 年到

2017 年我国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从 2 亿元激增至 325 亿元，复合增速高达 89%，

互联网医疗产业链已逐步成形，预计市场增速将维持在 40%左右，预计到 2020

年我国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900 亿元。随着 2018 年 9 月互联网医院管

理办法等相关政策的密集出台，以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为代表的互

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化建设也迎来井喷式发展，市场容量巨大。医院院内信息化

面临着要走出去、进行互联网化改造的新一轮建设。互联网+将覆盖更加全面的

医疗健康产业链，并起到加快推进的作用，而通过互联网开放平台实施运营，可

进一步提升服务能级，提高互联网服务的运营收入。 

（3）各地社会医疗保险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支付压力，需要与商保协同构筑

起多层次、更完善的支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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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18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显示 2018 年基金支出达 1.76 万亿，

医保基金的支出增速大于收入增速近 3 个百分点，医保基金面临着较大的可持续

压力。另外 2018 年国务院报告中显示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和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分

别有一些统筹区域出现赤字。近几年不同报告和统计中表明社会医疗保险面临着

不同程度的支付压力的挑战，需要商业保险在补充基本医保，大病医保方面作为

有益补充。 

（4）公立医院的药品耗材管理运营急需得到转型和提升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立医院的管理运营机制都面临极

大的变革与挑战，如何在提升医用物资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同时，降低医院医用物

资管理的成本压力，这对医院的运营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

手段及创新的建设运营模式，帮助医院充分利用手中的资源，实现现代化、智能

化医院的跨越式发展，是当前背景下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需要尽快构建包含医

院药品、耗材在内的智能化物资物流管理体系与创新建设运营体系。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国家为互联网+医疗健康、药品耗材流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方面，2015 年 7 月初，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称“指导意见”），是推动互联网与各行业各领域深

度融合的行动纲领，也是引导未来 10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蓝图。“指导意见”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全面呈现了医改决策层对互联网+医疗的思考。2018 年 4 月国

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1.

发展“互联网+”医疗服务。2.创新“互联网+”公共卫生服务。3.优化“互联网+”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4.完善“互联网+”药品供应保障服务。5.推进“互联网+”医疗保障

结算服务。6.加强“互联网+”医学教育和科普服务。7.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应

用服务。 

此后又陆续出台了《关于深入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活动的通

知》、《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 《远程

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以及《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

办法（试行）》等政策，在国家宏观政策的规划与引导下，全国各地都已开始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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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医疗健康的广泛探索和实践。 

药品耗材流通方面，药品流通领域改革已成为“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重点。2017 年 1 月卫计委、食药监、发改委、经信委《关于在公立医疗机

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明确提出“两票制”在 2018 年全

国推开；2017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

策的若干意见》中指出：1.提高药品质量疗效，促进医药产业结构调整；2.整顿

药品流通秩序，推进药品流通体制改革；3.规范医疗和用药行为。基于现代物联

网技术应用的医院药品、耗材院内物流延伸服务可实现医药流通服务企业和医院

药品供给信息的共享，推动医院供应链管理的扁平化，提升配送效率，提高企业

响应医院药品、耗材供应服务的协同能力。 

（2）国家政策积极鼓励与推动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有益补充 

国家与地方政策方面推行商业保险补充基本医保，商业保险承接大病医保等

多项政策，实行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拓宽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购买

商业保险），为商业保险机构提供和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增强了可行性。国家医保

局发布《关于做好 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平等协商

与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因医保政策调整导致商业保险机构亏损的，由医保基金和

商业保险机构分担。国务院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关

于“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通知》与《“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加速发

展商业保险，一方面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参加商业保险形式补充保险，另一方面

鼓励商业保险机构积极开发健康保险产品。另外《财务部 国家税务局 保监会 关

于开展商业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试点地区给予优惠政策（允

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缴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等）。 

（3）现有项目的成功案例为互联网创新业务运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8 年 11 月，卫宁健康打造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邵医健康

云平台正式运行，是 2018 年 9 月《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发布后

全国首家以公立医院为主导的“互联网医院”，助力实体医院实现全面互联网化，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更有温度的医疗服务。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和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已接连在邵逸夫医院召开两场新闻发布会，邵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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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医院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服务的典型经验亦多次通过发布会向全

国推广。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以邵医健康云平台为样板，公司互联网医疗业

务已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接入医院 2,500 余家，累计服务人次突破 2 亿，

其技术、经验和模式可成为公司互联网创新业务运营的样板。卫宁健康建设的浙

江省互联网医院平台、山西省互联网监管平台等项目，为政府监管提供有效的支

持，确保互联网医疗服务质量。此外，卫宁健康对部分医院先行试点的成功经验

为药品耗材供应链管理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项目建设方案： 

（1）“云医”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 

建立以“云医”为代表的智慧健康服务云。“云医”通过互联网+医疗的方式，

实现分级诊疗、家庭医生签约、预约挂号、智能导诊、智能就诊等医疗新业态，

推动互联网+模式下的医疗健康产业及创新业务的发展。 

2）投资总额和融资安排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20,580.80 万元，其中 20,000 万元拟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入，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投资总额（万元） 

建设投资 420.00 

设备投资 620.00 

研发费用 12,456.00 

实施费用 7,084.80 

合计 20,580.80 

3）项目实施主体 

“云医”项目由控股子公司卫宁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实施。 

4）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计划实施周期为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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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预期效益 

遵循谨慎性原则，按所得税后的口径计算，该项目的投资回收期为 6.78 年

（含建设期）。经综合测算，本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5.96%，项目总体的预期

经济效益良好，财务风险较低。 

6）项目所涉及的报批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备案手续。 

（2）商保数字化理赔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 

建立以商保数字化理赔等为代表的智慧健康服务云。“商保数字化理赔”构建

统一支付平台以及保险风控体系，打造集医保、商保和自费于一体的统一支付服

务，实现商保快速数字化理赔以及企业年金的保险升级服务，并在区块链、金融

云、信用认证等领域开展医疗+金融的业务探索及合作，推动互联网+模式下的

医疗健康产业及创新业务的发展。 

2）投资总额和融资安排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2,174.85 万元，其中 2,000 万元拟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入，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投资总额（万元） 

设备投资 340.00 

场地租金费用 190.00 

研发费用 1,102.45 

实施费用 542.4 

合计 2,174.85 

3）项目实施主体 

商保数字化理赔项目由控股子公司卫宁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实施。 

4）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计划实施周期为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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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预期效益 

遵循谨慎性原则，按所得税后口径计算，该项目的投资回收期为 6.68 年（含

建设期）。经综合测算，本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6.89%，项目总体的预期经济

效益良好，财务风险较低。 

6）项目所涉及的报批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备案手续。 

（3）药品耗材供应链管理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 

构建包含药品、耗材在内的智能化物资物流管理体系与创新建设运营体系，

以优化医院供应链为目标，重塑医院在物资物流方面的现代化、智能化全生命周

期的管理能力。构建新型医院药品、耗材配送服务关系，依托“医院药品份额再

分配”和“耗材供应商准入”两大管理机制，打造智能化物流管理平台，降低医院

的管理成本、人力成本，提升医院管理效能，满足医院在药品、耗材等物资物流

方面的管理需求，综合提升医院对药品、耗材供应商的管控与服务定价能力。 

2）投资总额和融资安排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13,657.85 万元，其中 13,000 万元拟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入，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投资总额（万元） 

设备投资 9,900.00 

研发费用 2,583.65 

实施费用 1,174.20 

合计 13,657.85 

3）项目实施主体 

药品耗材供应链管理服务项目由控股子公司快享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实施。 

4）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计划实施周期为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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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预期效益 

遵循谨慎性原则，按所得税后口径计算，该项目的投资回收期为 5.68 年（含

建设期）。经综合测算，本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6.74%，项目总体的预期经济

效益良好，财务风险较低。 

6）项目所涉及的报批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备案手续。 

（三）营销服务体系扩建项目 

1、项目概况 

营销服务体系扩建项目拟根据公司营销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进行总部和两个

大区级营销服务中心升级以及十一个省级营销服务中心建设，实现公司营销服务

网络的全面升级。 

项目总投资 14,027.05 万元，其中 14,000 万元拟以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债募集资金投入。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需要 

在相关产业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在市场

需求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市场需求结构随政策要求也在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

全国一盘棋、均衡发展的特点。同时，三级以上医院信息化建设在满足国家基本

要求基础上，向深度应用和互联互通高度整合发展，三级以下医院信息化建设按

照国家规划要求，建设需求也日益明确。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

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及评价标准（试行）的通知》的要求，到 2020 年，三级医院要实现院

内各诊疗环节信息互联互通，达到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 4 级水

平；所有三级医院要达到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 4 级以上，二级医院要

达到分级评价 3 级以上。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与信息司《关于印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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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卫办规划发〔2018〕4 号）要

求，着眼未来 5-10 年全国医院信息化应用发展要求，从软硬件建设、安全保障、

新兴技术应用等方面规范了医院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建设标准按照二

级、三级乙等和三级甲等医院提出了具体要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

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47 号）要求，到 2020

年，建成国家医疗卫生信息分级开放应用平台，依托现有资源建成 100 个区域临

床医学数据示范中心，基本实现城乡居民拥有规范化的电子健康档案和功能完备

的健康卡。 

为了更好地应对上述市场需求的变化，公司需要拓展营销服务体系，在进一

步加强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水平较高的地区的营销服务力量和水平的同时，积极

做好其他区域的营销服务体系布局。 

（2）提升服务品质加强市场优势的需要 

医疗机构业务和医疗行为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决定了医疗卫生信息系统的复

杂性和专业性，在政策与技术推动下，又表现为多样化的服务模式和形态。因此，

医疗卫生信息化产品和服务供应商需要在对医疗卫生软件行业充分认识和满足

医疗卫生机构需求的前提下，以服务为手段，充分满足医疗卫生机构的差异化和

个性化需求。目前，医疗卫生行业由传统的以疾病为核心的诊疗模式向以健康为

核心的综合化、个性化的服务模式转变的趋势更增加了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需求

的差异化和个性化。因此，为提升市场竞争力、品牌和盈利水平，公司需要在销

售和服务过程中形成本地化、个性化、差异化的贴近服务，而建立和完善本地化、

成体系的营销服务系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 

建立和完善营销服务网络，不仅有利于公司产品的销售，而且能有效提高公

司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公司产品对用户的效用，进而有效地提高用户对公司产品

和服务的认可，增强客户粘性。 

（3）实现产品持续创新的需要 

通过营销服务网络，可以有效倾听和收集全国各地用户的反馈和意见，为公

司进一步的产品开发、服务创新、市场竞争等方面采取新措施提供决策依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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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售后服务，有助于公司了解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意见，包括客户的潜在

需求，从而为企业的产品开发和服务创新提供直接的帮助。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通过前期五个大区营销服务网络的建设，公司积累了相应经验，形成了比较

完整的营销服务模式、策略、方法、规范和标准，在人员招聘和培训、工作模式、

业务协同、服务提升和优化、管理理念、运营管理、绩效考核和奖惩、经费使用

和监管、对外合作和竞争等方面均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模式，公司业绩也实现了快

速增长。为此，进一步建立健全营销服务体系，公司在人才储备、制度保障、管

理模式等方面均有较好的基础，可以有效保障本项目的顺利实施，为公司持续发

展提供有效的营销和服务体系保障。 

4、项目建设方案 

（1）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总部、两大区级营销服务中心以及十一个省级营销服务

中心建设，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主要建设内容 

1 上海总部 上海 

对总部展示区、培训中心、呼叫

中心、视频会议系统、客户关系

管理系统、ERP 系统进行完善和

改造，对网络进行扩容。 

2 
扩建两大区级营

销服务中心 
哈尔滨、贵阳 

租赁新增办公场地及装修；新增

营销服务人员；建设展示中心；

建立和完善区域配送管理中心、

多功能会议室、远程视频会议系

统等。 

3 
新建十一个省级

营销服务中心 

广西、海南、江西、河北、内

蒙古、辽宁、吉林、宁夏、甘

肃、青海、西藏 

租赁办公场地及装修；新增营销

服务人员；建设展示室、产品应

用培训室、多功能会议室、远程

视频会议系统等。 

营销服务中心建设所用场地均通过租赁方式解决。 

（2）投资总额和融资安排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14,027.05 万元，其中 14,000 万元拟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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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入，具体构成如下表： 

项目 投资总额（万元） 

基础设施 1,911.20 

设备投资 1,261.00 

人工及差旅费用 10,854.85 

合计 14,027.05 

（3）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卫宁健康实施。 

（4）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计划实施周期为 3 年。 

（5）项目所涉及的报批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备案手续。 

（四）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1、项目概况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拟使用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合计 42,000 万元。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投资总额（万元） 

补充流动资金 27,000 

偿还银行贷款 15,000 

合计 42,000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1）公司业务规模快速扩大对流动资金需求增加 

自上市以来，公司业务规模迅速扩大。2016 年至 2018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

别为 95,447.33 万元、120,375.63 万元和 143,876.13 万元，相应地公司对流动资

金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首先，近年来公司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以及存货规模逐

年扩大，2016 年至 2018 年各期末上述项目合计金额分别为 82,394.30 万元、

107,788.61 万元和 137,762.86 万元，复合增长率达 29.31%。因此随着公司未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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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规模的进一步增加，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将相应增加，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资

金压力。其次，受行业特点及公司业务模式的影响，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

支付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等款项，项目实施完毕后还有一定比例的质保金，

互联网创新业务运营、智慧药品供应保障服务、云运营服务等需要投入一定资金

进行软件和基础设施建设。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这些款项的支付会进一步

增加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2）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需要充足的流动资金保障 

公司是高科技发展型企业，技术研发和创新是公司的生命线，公司每年均投

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2016 年至 2018 年，公司研发投入占

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 10%以上。为了确保研发活动的正常开展，为公司未来

产品和服务的拓展和创新提供技术支持和动力，研发资金投入势必增加，为此相

关流动资金的需求也将增加。 

三、募集资金投向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本次发

行后，公司资本实力将显著增强，有利于公司丰富和完善产品线，提升市场开拓

和客户服务能力，增强公司综合竞争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医疗卫生信息化行

业的市场地位及品牌影响力，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求及股东利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均有所增长，资本实力

进一步增强，有利于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提升，但仍维

持在安全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之内。随着可转债持有人陆续转股，公司净资产规模

将逐步增大，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公司偿债能力得到增强，但短期内可能摊

薄原有股东的即期回报。随着本次募投项目逐渐实现效益，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业

绩，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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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向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并通过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丰

富和完善产品线，提升市场开拓和客户服务能力，增强公司综合竞争能力，优化

资产结构，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是可行的、必要的。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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