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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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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润达医疗 60310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诚栩 杨琪 

电话 021-68406213 021-68406213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89号星荟中心1

座8楼 

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89号星荟中心

1座8楼 

电子信箱 board@rundamedical.com board@rundamedical.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385,080,932.41 12,016,544,118.64 1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620,020,894.80 3,462,734,438.66 4.5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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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760,967,576.37 4,243,021,537.16 1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9,555,105.97 203,551,461.89 -2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7,454,226.39 197,166,592.54 -25.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75,830,797.32 -59,348,680.64 -36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51 6.16 减少1.6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34 -20.59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4,88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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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杭州市拱墅区国有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2 116,000,000 0 无 0 

朱文怡 境内自然人 9.48 54,938,408 0 质押 32,963,000 

刘辉 境内自然人 7.25 42,028,771 0 质押 23,260,000 

卫明 境内自然人 3.70 21,461,784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价值发现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40 19,689,073 0 无 0 

冯荣 境内自然人 2.91 16,856,088 0 无 0 

东营东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9 14,989,162 0 质押 9,189,161 

九江昊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9 14,989,162 0 质押 9,189,16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潜力价值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00 11,611,590 0 无 0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博恩添富 7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8 11,500,70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朱文怡及刘辉为母子关系。 2、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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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第一中期票据 

21 润达医

疗 MTN001 

1021013 

45.IB 
2021-07-20 2023-07-22 3 6.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5.30   63.4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59   5.42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作为国内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商，公司继续围绕核心服务与自产产品业务，顺应国家医

改政策方向，进一步积极拓展综合服务业务市场份额，同时加大自产产品研发投入，加强自产产

品与渠道平台的协同作用，提升公司整体综合盈利能力。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7.6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0 亿元，同比下降 21.61%。主要系报告期内 3-5 月份上海、东北等地区发生疫情反

弹，导致院内常规检测需求阶段性下滑，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公司各项业务逐步恢复增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