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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6                           证券简称：迪瑞医疗                           公告编号：2019-024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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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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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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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已

回购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8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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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瑞医疗 股票代码 3003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洪谕 李洪谕 

办公地址 
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宜居路 3333

号 
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宜居路3333号 

传真 0431-81931002 0431-81931002 

电话 0431-81931002 0431-81931002 

电子信箱 zqb@dirui.com.cn zqb@dirui.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是医疗检验仪器及配套试纸试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产品用于日常体检及病情诊断，通过对人体尿液、

血液等体液的检验，为预防、治疗疾病提供身体指标信息。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尿液分析、尿有形成分、生化、血细胞、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妇科分泌物分析系统六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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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处大行业为医疗器械产业，细分行业为体外诊断行业。由于体外诊断方式能在疾病早期快速准确的诊断，在临床医疗

和相关医学研究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医生对疾病的诊断、病情的监测、疗效的观察、预后的判断以及疾病的

预防等领域均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体外诊断行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已具备产业规模发展条

件。目前国内体外诊断行业细分领域主要有免疫分析、生化分析、血液体液分析、尿液分析、微生物诊断、即时诊断产品和

分子诊断产品等。 

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体外诊断产业起步相对较晚。根据《中国体外诊断产业发展蓝皮书》，目前国内的相关生产企业1000

家左右，但大多数生产企业的规模有限，行业集中度目前较低，而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占到60%左右。为了改善外商垄断的

局面，国家不断出台新的政策措施，鼓励投资，以保障行业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

强的重要标志，要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公司所处医疗器械

板块是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开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作为国家战略全面推进，

政府政策性引导和扶持将进一步加快促进医疗器械领域的深入发展，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的重点布局将继续全面推进。 

鉴于体外诊断与人类生命健康关系密切，市场需求呈现刚性特征。基于人口基数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

民众的健康意识提高、健康人群的定期体检的增加、检测技术丰富以及医生多点执业、远程医疗、分级诊疗等因素，以及在

政府推动下县级医院快速发展，将为体外诊断行业特别是部分细分领域带来持续增长的动力，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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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933,418,597.77 867,690,655.05 867,690,655.05 7.58% 758,694,233.74 758,694,23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7,727,875.75 167,392,770.12 167,392,770.12 18.12% 125,136,152.61 125,136,15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5,376,034.67 144,356,421.95 144,356,421.95 28.42% 110,827,111.08 110,827,111.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6,304,453.52 230,957,557.33 230,957,557.33 2.32% 213,738,344.20 213,738,344.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64 1.0916 0.6064 18.14% 0.8160 0.45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64 1.0916 0.6064 18.14% 0.8160 0.45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7% 14.44% 14.44% 0.63% 12.01% 12.0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988,927,227.

53 

1,851,010,992.

14 

1,851,010,992.

14 
7.45% 

1,858,353,316.

55 

1,858,353,316.

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81,152,915.

48 

1,236,213,236.

21 

1,236,213,236.

21 
11.72% 

1,092,401,262.

09 

1,092,401,262.

0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9,359,580.82 249,459,982.31 228,650,183.30 265,948,8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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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26,290.63 66,999,323.62 56,201,776.52 40,000,48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213,253.14 63,831,620.61 51,151,052.44 38,180,10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85,787.16 91,100,535.61 28,866,383.90 76,151,7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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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44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49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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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长春瑞发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80% 148,500,000 0 质押 39,451,820 

宋勇 境内自然人 6.70% 18,488,700 18,488,700 
质押 11,738,000 

冻结 18,488,700 

宋洁 境内自然人 5.70% 15,741,360 14,641,02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1% 2,790,900 0   

江颖 境外自然人 0.79% 2,185,511 0   

韩冰 境内自然人 0.76% 2,085,32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量化先

行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3% 1,732,705 0   

上海仟榕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仟晟 4 号私

募基金 

其他 0.55% 1,511,000 0   

郝飞 境内自然人 0.50% 1,372,220 0   

向阳 境内自然人 0.44% 1,204,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宋勇、宋洁为兄妹关系。宋勇、宋洁分别持有长春瑞发投资有限公司 55%、35%的股权。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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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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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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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医疗器械业 

（一）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销售渠道建设及产品推广力度，优化产品销售结构，进一步提升耗材产品销售收入，公司利润增长较快。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341.8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58%；营业利润26,873.3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12%；利润

总额27,557.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772.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12%。 

2018年，母公司按照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开拓市场，优化产品销售结构，实现营业收入70,771.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06%；

营业利润21,591.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49%；净利润19,542.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1%。 

2018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瑞源实现营业收入23,689.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42%；营业利润12,445.86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2.29%；净利润11,174.8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1%。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实现的净利润10,163.44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25%。按照公允价值调整（摊销部分资产评估增值）后，宁波瑞源报告期实现净利润8,649.25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3.06%，其中纳入合并范围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11.12万元。 

（二）市场营销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年度经营目标，积极应对行业及市场变化，立足主营业务，推进优化营销渠道建设，

优化市场资源配置，较好的完成了确定的销售任务；进一步建立完善了销售计划管理体系、销售体系，通过持续推进封闭仪

器的销售，加大高利润试剂耗材产品的销售比例，并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在预算与制度框架内展开销售工作，推动公司利

润持续增长；积极进行新产品推广及窗口医院建设，持续加大公司产品在终端市场的推广力度，召开了国内、国际经销商大

会，并积极借助医疗器械展会、行业学术会议以及新媒体等多种媒介进行品牌宣传，提升了市场占有率及品牌影响力；推进

公司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相关注册，拓展公司产品销售区域；进一步完善了销售人员考核激励体系，推进优化专业销售人员队

伍体系建设。 

（三）研发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持续不断推进新产品、新技术的投入开发工作，开展创新研究，实现了多条产品线研发

项目同时运作，研发产品涵盖“生化分析、尿液分析、尿有形成分分析、血细胞分析、妇科分泌物分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等系列，完成了FUS-1000全自动尿液分析系统、CS-480/68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BAC-1000全自动凝血分析仪、BCC-3900全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BF-6900CRP全自动五分类血细胞分析等多个型号分析仪器产品及多个配套试纸试剂产品的开发、注册、

转产工作，丰富和补足了公司产品种类，使公司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不断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在妇科分泌物分析领域，公司新推出GMD-S600全自动妇科分泌物分析系统，采用独创的取样拭子及密闭试管、标准化的样

本制备流程和检测流程、一体机联合检测模式、全自动化一键操作、流式图像技术，可实现阴道分泌物干化学与有形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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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检测；其具备样本自动涮洗、进样、细胞染色功能，实现自动智能识别，可有效替代“人工镜检+半自动干化学分析”的

传统检测方式。 

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领域，公司新推出CM-180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采用了国际主流吖啶酯标记化学发光检测技术，

将吖啶酯发光与免疫反应相结合，高灵敏样本液面探测功能、高值样本自动稀释、重测功能等高端技术功能，可以保证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在各项检测比对中，与国际领先企业的临床样本测值达到了高度相关性。 

报告期末，公司（含子公司）研发技术人员共530人，占职工总数的29.64%，拥有机械、光学、电子、计算机软件、数学、

流体力学、化学、临床医学、管理等各方面的人才。同时，公司一直注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含

子公司）获得专利198项，其中发明专利72项；已登记的软件产品22项、软件著作权59项。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工作。鉴于公司首发募投项目基本投资完毕，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五）内部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法律法规等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断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在公司内部建设方面，通过持续的制度建设工作，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稳

步推进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继续完善财务数据分析体系，继续实施SAP、OA、CRM、HR等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优化工作；

进一步完成及改进人才培养建设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创新的研发成果、规范的经营管理、优秀的投资者关系，在由证券时报社主办，中国上市公司发展联盟、

e资本承办，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担任指导单位的“天马奖·第九届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评选”中，公司再获“中国上

市公司投资者关系最佳董事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试剂 599,909,644.22 487,834,339.40 81.32% 10.78% 10.68% -0.07% 

仪器 329,163,232.33 117,204,582.36 35.61% 1.77% 0.84% -0.3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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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按照规定编制了 2018年度报表，并追溯调整了上期相关财务报表列报，会计政策

变更对本公司年初数和上年数的影响如下： 

A、合并资产负债表： 

科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账款 160,933,133.6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0,933,133.64 

应付票据 17,029,214.50  

应付账款 64,085,053.1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1,114,267.64 

其他应付款 7,680,307.57 112,238,127.78 

应付股利 104,557,820.21  

B、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科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账款 104,218,465.0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4,218,465.02 

其他应收款 4,487,793.71 40,276,040.90 

应收股利 35,788,247.19  

应付票据 17,029,214.50  

应付账款 59,778,391.2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6,807,605.79 

C、合并利润表 

科目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176,887,344.37 93,052,678.34 

研发费用  83,834,666.03 

D、母公司利润表 

科目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118,541,569.22 46,057,677.07 

研发费用  72,483,892.15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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