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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电话会议、券商策略会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429 家机构 862 名参与人员，详见附件清单。 

时间 2021 年 4 月 1 日、4 月 9 日、4 月 13-15 日、4 月 21-23 日、4 月 29-30 日

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技南十二路迈瑞大厦 

北京国宾酒店 

杭州西溪宾馆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李西廷 

总经理、董事吴昊 

董事会秘书李文楣 

证券事务代表张弛 

投资者关系专员钱宇浩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4 月 29 日公司公布了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一季度报告。4 月

29~30 日，公司管理层就经营业绩要点汇报和互动交流汇总如下： 

1、公司首先对 2020 年和 2021 年一季度经营情况进行了介绍： 

（1）助力全球抗疫，迈瑞不负重托 

对于迈瑞医疗而言，2020 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全人类共同经

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异常严峻的挑战。作为民族医疗器械的领航者，在这场与

疫情的生死较量中，迈瑞人临危受命，不负重托，我们携手合作伙伴，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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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产品性能、全面的解决方案、高效的交付速度和及时优质的临床支持

及服务，为抗疫前线的救治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国内疫情初起之时，公司迅速响应号召并启动应急计划，于 2020 年大

年初二启动规模化复工，复工人数近 2,000 人，同时支持协调上游近 800 家

供应商复工复产。面对设备需求多、时间紧、协调难及环境复杂等多方面困

难，公司近百名工程师连续装机超过 72 小时，按时完成向武汉火神山、雷

神山医院同步交付救援一线急需的关键医疗设备 3,000 余台，彰显了令人赞

叹的“中国速度”。国内抗疫期间，迈瑞湖北地区整体物流时效在一个月内

提升 40%，累计向火神山、雷神山、武汉同济、武汉协和等医院捐赠价值

3,300 万元医疗设备。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逐渐蔓延和爆发，各国卫生防御体系不断被病毒击

穿，人类面临着一次巨大的人道主义和经济、社会危机。为了保障抗疫设备

的稳定供应，公司和供应商全力协作，快速提升关键抗疫设备产能，其中监

护仪和输注泵产能提升 4 倍、放射 DR 产品产能提升 6 倍、呼吸机产能提升

7 倍。在全球抗击疫情的战斗中，迈瑞医疗始终处于国际抗疫一线，并借鉴

前期国内抗疫先进经验，提前启动制定相关应对应急预案。自 2020 年 3 月，

迈瑞医疗通过线上交流研讨平台，共计举办 200 多场网络研讨会，使全球超

过 140 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万医护人员从中获得宝贵的抗疫经验分享。 

在所有迈瑞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公司在 2020 年为全球提供抗疫设备共

计 50 万台，保障关键医疗救治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在这场特殊战“疫”中，

成为全球医疗机构抗击疫情的有力武器，也充分展示了迈瑞作为中国领先医

疗器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基于迈瑞医疗在抗疫期间做出的一系列贡献，公司荣获了“工业和信息

化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国际人道援助贡献奖”、“广

东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重要贡献企业”、“广东省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突出贡献民营企业”等荣誉。 

在积极调动公司内外部资源满足抗疫订单交付需求的同时，公司继续追

求创新，全年研发投入约 21 亿元，占营业总收入约 10%，同比增长 27%。

2020 年度，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能为医护人员创造显著临床价值的创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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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方案。在生命信息与支持领域，公司推出了 BeneFusion N 系列输注

泵及中央站、NB350 新生儿无创呼吸机、VS 8/9 监护仪、4K 内窥镜摄像

系统、uMED 除颤仪、R80 医用桥梁式吊塔等新产品。在体外诊断领域，公

司推出了基于三维荧光分析平台的高速血球 CRP 一体机，支持末梢血自动

进样，实现静脉血、末梢血、体液全参数自动检测分析；此外，公司还推出

了实验室全自动化流水线 M6000 以及一系列生化和免疫试剂新产品；在医

学影像领域，主要推出了昆仑 R9/I9 超声综合应用解决方案、女娲 R9/I9 妇

儿应用解决方案、北辰 R9 介入超声解决方案、MX/ME 系列新一代便携超

声、专用肝纤检测的 Hepatus 6 肝脏超声诊断仪、以及“瑞影云++”影像云

服务平台。 

MPI 医疗产品创新体系作为公司研发的基石，客户导向、并行工程这两

个核心思想在研发活动中不断延伸与纵深发展，内涵进一步丰富。一方面，

公司不断深化研发工作的市场驱动和客户导向，流程规范进一步加强， 佳

实践不断催化出新的延伸价值。另一方面，研发着力开展并行工程，在持续

加强产品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公司从整个业务价值链出发，通过实施可采购

性、可制造性、可销售性、可维护性等方向的并行工程，提升业务整体运营

效率与效益，不断增强综合竞争实力。 

（2）2020 年业绩情况 

2020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10.26 亿元，同比增长 27%。在数字

背后，2020 年对公司更深远的影响，是全球品牌力迅速提升、高端客户迅速

扩大、以及行业马太效应进一步强化。  

从区域维度来看，去年绝大部分时间国际市场的新冠疫情一直处在高峰

期，抗疫设备的供应从一开始的欧洲地区，扩展到以俄罗斯、沙特、巴西为

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使得国际市场全年实现了 41%的高增长。其中，含独联

体和中东在内的其他地区增长 88%、欧洲地区增长 69%、拉美地区增长

45%，个别国家如以色列增长超过 4.5 倍，俄罗斯、沙特同比增长超过 2.5

倍，英国、意大利同比增长 1.5 倍。自 3 月份以来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受疫情负面影响的业务在逐步复苏，因此国内市场全年增速恢复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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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线维度来看，生命信息与支持产线依然是主要增长驱动力，全年同

比增长 54%，国际疫情的持续蔓延使得国际市场对监护仪、呼吸机、输注泵

的需求量维持在较高水平，生命信息与支持产线延续了上半年以来的高增长

趋势。受国际市场新冠 IgM/IgG 抗体检测试剂持续放量的影响，国际体外诊

断产线全年维持了较高增长；同时国内的常规试剂消耗呈现逐季度加速恢复

的趋势，因此体外诊断产线全年增速恢复至 14%。国内公立医院超声采购自

下半年开始显著复苏，使得国内影像线全年已恢复至双位数增长；但由于国

际超声受到了疫情的负面冲击，因此整体医学影像产线全年维持 4%的稳定

增长。 

2020 年归母净利润 66.58 亿元，同比增长 42%；归母净利润率 31.66%，

同比提升 3.4 个百分点；扣非归母净利润 65.40 亿元，同比增长 42%。 

根据新收入准则，2020 年全年运费从销售费用重分类至营业成本，导致

倒算的 2020 年第四季度毛利率略有失真。2019 年全年无需追溯调整。为口

径可比，以下分析已剔除新准则下运费重分类带来的影响。 

归母净利润增速显著高于收入的原因：一是因产品价格平稳和高毛利产

品收入贡献提升，使得集团毛利率同比提升；二是因疫情导致的差旅受限和

线下推广减少，使得销售费用率同比下降。2020 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88.70

亿元，同比增长 88%，显著快于利润增速，主要原因为销售需求量大带来的

合同负债大幅增长所致。 

2020 年，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 元，共计分红金

额 30.39 亿元，相当于 2020 年度归母净利润的 46%，分红比例进一步提升。

（3）2021 年一季度业绩情况 

2021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7.81 亿元，同比增长 22%。  

从区域维度来看，受到欧洲和发展中国家疫情反弹的影响，生命信息与

支持产线中的相关抗疫设备在一季度仍维持了较高需求量，拉动了国际市场

整体一季度增长近 40%。其中，欧洲地区增长近 70%、亚太地区增长近 60%、

拉美地区增长近 40%、含独联体和中东在内的其他地区增长近 35%，个别

国家如波兰增长超过 5 倍，英国、法国同比增长接近 2 倍，菲律宾同比增长

超过 2 倍。虽然去年同期抗疫设备的同比大幅增长给国内今年一季度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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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基数压力，但常规试剂消耗的显著恢复使得国内市场仍完成了双位数增

长。 

从产线维度来看，由于欧洲和发展中国家一季度疫情出现反弹，国际市

场对监护仪、呼吸机、输注泵等抗疫设备的需求量较高；国内虽然同比面临

高基数压力，但受益于医疗新基建订单的逐步落地，因此生命信息与支持产

线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基础上一季度依然实现了 15-20%的增长。得益于国

内常规诊疗活动、体检、择期手术的逐渐恢复，试剂消耗显著复苏，使得试

剂收入占国内体外诊断产线的比重恢复至七成以上，带动体外诊断产线在一

季度实现了 40-45%的恢复性高增长。虽然国内台式超声在一季度恢复了高

速增长，但去年同期便携超声和移动 DR 的大量订单仍然造成了产线的高基

数压力；同时国际市场常规超声采购受疫情影响仍有待恢复，因此医学影像

产线一季度增长不到 5%。 

2021 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 17.15 亿元，同比增长 31%；归母净利润率

29.67%，同比提升 2.0 个百分点；扣非归母净利润 16.96 亿元，同比增长

35%。 

归母净利润增速高于收入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内常规检验需求恢复，试

剂收入占比显著提升，使得集团毛利率同比提升；另一方面是国际差旅和推

广仍然受到国际疫情持续蔓延的影响，使得销售费用率同比下降。2021 年

一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 11.11 亿元，同比下降 22%，主要是由于 2020

年一季度期末合同负债比期初激增 48%，大幅垫高 2021 年一季度经营性现

金流的同比基数。 

（4）结语 

栉风沐雨，砥砺歌行，迈瑞医疗已走过 30 载奋进征程。2021 年，站在

迈瑞 30 周年的新起点，我们正面临令人振奋的新开局。后疫情时代背景下，

公共卫生补短板、医疗新基建将带来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深知创新才是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源动力，好的产品才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保证持

续有效的研发投入，吸引优秀的人才，构建完善的机制，打造世界一流的业

务，创造国际领先的医疗产品创新体系，才能紧紧把握住后疫情时代带来的

新机遇。跨过而立之年的迈瑞，将继续从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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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好每一项职责做起，并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思索如何为社

会进步和行业发展持续创造价值。让我们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

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普及高端科技，成为守护人类

健康的核心力量”的远大目标携手奋进。 

 

2、互动提问 

问：迈瑞目标是成为国际领先的医疗器械公司，此次疫情也助力迈瑞进

一步打开了国际高端市场的增长空间，请问未来在国际化布局上迈瑞有何规

划，未来几年国际业务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哪些地区？ 

答：凭借在全球抗疫过程中迈瑞表现出的优异的产品性能、及时的产能

供应、专业的售后服务，以及在疫情期间不涨价，使得公司去年在国际市场

累计完成了超过 700 家空白高端客户的突破，极大地提升了迈瑞在各国政

府、客户、民众心中的品牌影响力，为我们国际化之路打开了巨大的上升空

间。从区域分布来看，未来公司在发展中市场的占有率和渗透率有望加速提

升。同时，新冠疫情也使得各国政府重新审视本国的医疗投入水平和疾控体

系建设，势必在后疫情时代进行全球范围的医疗补短板，而发展中国家无论

从设备保有量还是人均医疗支出来看，都具备更大的增长潜力，因此在各国

财政预算压力缓解后，其医疗器械市场也有望迎来加速扩容。为了抓住这次

医疗器械市场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公司主要有以下几个规划： 

i、以发展中国家客户的临床需求作为研发导向，持续加大在三大业务领

域的研发投入，并在各个市场全面引入公司的整体解决方案和 IT 信息化方

案，完善产品注册布局； 

ii、发展中国家营销组织架构将全面对标中国，构建起真正的矩阵式组织

架构，区域和产线各司其职、有效协同。同时深度融合两个市场的营销管理

体系，建立健全全球统一的管理标准、机制、流程； 

iii、继续强化本地化建设，贴近客户、了解需求、快速响应，融入本地文

化，赢得客户信任，以此实现持续的客户群突破和市场份额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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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2020 年迈瑞在全球疫情下凭借出色的产品性能打开了海外高端客

户群市场，请问公司后续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战略规划是什么？针对发达

国家高端客户下一步主打的产品有哪些？ 

答：从 2000 年开始出口英国以来，公司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耕耘已超

过 20 年时间，目前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分别建立了超过 500 人和 300 人的本

地化团队，部分产品已经在欧美市场取得了领先地位，例如监护仪在英国市

场的占有率已是数一数二，监护仪、麻醉机、POC 超声在美国均名列市场第

三，并且市场份额仍在进一步提升。 

展望未来，公司对欧洲和美国市场的战略规划有所不同。在去年全力支

持欧洲抗疫的过程中，公司在欧洲市场实现了 100 多家空白高端教学医院的

突破，极大地提升了迈瑞品牌在欧洲市场的知名度。并且欧洲部分国家如意

大利、西班牙等均计划在后疫情时代实施加大医疗投入、完善疾控体系等举

措，而迈瑞完善的产品解决方案和高性价比属性将更加贴合欧洲市场医疗补

短板的临床需求。因此，我们将会在欧洲市场逐渐全面引入三大业务领域的

产品，通过各产线成熟的尖刀产品打开市场，再协同带动其他产品全面入院。

同时进一步完善欧洲本地化布局，将欧洲经销区全面对标中国区，建立更加

细致的渠道管理体系和考核机制，为未来欧洲市场的快速增长打下坚实的基

础。 

美国作为全球医疗器械市场的高地，公司对其定位主要为打磨产品和提

升市场影响力。通过在这个高端的市场引入成熟产品，在全球领先的客户需

求的检验下，打磨出 好的产品，同时保持未来稳定的增长。 

 

问：中国医疗新基建的开展给迈瑞国内业务发展带来新的动力，请问未

来几年国内业务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哪些业务？ 

答：得益于政府的持续重视和民众健康意识的提升，国内医疗器械市场

过去五年一直维持了稳定的双位数增长。同时，此次新冠疫情也对国内医疗

和疾控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国家对于医疗投入的重视程度得到了极大地

提升，国内医疗器械市场未来几年的扩容有望提速。在 2021 年一季度中，

公司已经从国内的订单需求上看到了大规模的医院新改扩项目。从需求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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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医院的新改扩项目带来的订单量甚至远超常规采购带来的订单量，这和

疫情前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建设方向包括新建 ICU 病床、传染病医院、发

热门诊等，公司凭借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解决方案，三大业务领域都将因此

不同程度获益，其中对 PMLS 产线的拉动尤其显著。 

作为三大产线中国产化率 低的一条产线，IVD 产线是公司在国内市场

重要的一个增长力量。其中市场规模 大的化学发光一直是我们的投入重

点，目前其国产化率仍然只有 20%，并且这个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倒三角分

布，二、三级医院占据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因此更加需要我们持续加大在

发光领域的研发投入力度。同时，完善的产品布局使得我们在提供检验科整

体解决方案、搭建迈瑞标准化实验室上具备巨大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

在医保控费的大环境下尤为重要，能够极大提升检验科的运营效率和降低运

营成本。 

随着超声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日益凸显，未来临床应用领域的超声市场

将迎来巨大机会。公司在超声上的产品布局也开始向临床倾斜，其中包括妇

产、心血管、麻醉、介入、ICU 等临床领域，未来，公司在超高端超声上的

技术突破也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 

除了三大传统业务领域以外，微创外科、动物医疗、AED 等新兴业务也

将成为助力国内市场长远增长的重要力量。 

除了向医院提供产品解决方案、满足医院提升诊疗实力这一基础需求以

外，借助我们三大业务领域的 IT 信息化方案和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公司还将

满足医院提升运营管理效率和学术影响力这一更高层级的需求，给迈瑞未来

带来稳定的增长动力。 

 

问：请介绍国内医疗新基建目前的投入进度和资金来源？ 

答：从今年一季度的订单需求情况来看，国内医院的新改扩项目的订单

量开始显著增加，已远超过医院常规采购带来的订单量，这和疫情前的情况

是截然不同的。建设资金主要分以下三个来源： 

i、中央财政拨款，包括了去年国家发改委安排的 456.6 亿元、用于加强

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的预算，其中一大建设方向便是大规模新增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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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国家财政部提前下达的 2021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

助资金约 80 亿元，用于支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项目，主要内容包括落实公

立医院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配备相应的大型医用设备等；国家财政局提前

下达的 2021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约 543 亿元，旨在加强基层

乃至县级医院的疾病防控能力； 

ii、地方财政资金，2020 年全国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规模约 4.5 万亿元，

其中专项债券 3.6 万亿元，特别是发行了 1 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用于支

持各地政府进行包括医疗新基建在内的投资； 

iii、医院自有资金，由于国内疫情局势稳定，医院的常规诊疗活动和择

期手术均恢复良好，使得医院的运营情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问：迈瑞在研发上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稳健的，迈瑞从过去的追随者到引

领者，对研发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想问下公司研发的思路是否有一些转变，

公司现阶段是否会更加愿意冒险、更加愿意挑战新的东西？ 

答：随着过去几年在高端技术领域上的突破，迈瑞已经基本完成了从跟

随者到挑战者的身份转变。部分产品如监护仪、麻醉机、血球已经步入引领

者阶段，这意味着进口品牌在这些领域的灯塔效应已经完全消失，迈瑞要开

始主导下一代产品的研发方向，探索技术无人区，挖掘临床上还未被满足的

需求，这对公司的研发团队而言是一个更加大的考验。 

自从公司 2011 年研发变革以来，公司已经搭建了一套成熟的、以临床

需求为导向的研发体系，在临床需求端具备更敏锐嗅觉的同时，着力开展并

行工程，从原材料、制造、售后等多方面考虑产品研发，使得迈瑞过去几年

推出的新品在销售端均成为爆品。 

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和其他行业很不一样，即使创造出了新的技术路

径，首先技术需要成熟、原理清晰，其次在全球顶级专家认可、临床验证、

产品注册等环节中仍需要经历非常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例如公司的除颤仪从

研发到上市共经历了十年时间，由于国内之前并没有相关产品的准入标准，

因此我们协助国家局专家一起建立除颤仪的认证标准，历时五年时间才完成

了产品注册。因此，医疗器械很难冒进。我们稳扎稳打，是对生命的尊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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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我们稳健，但不是保守，我们研发投入全球靠前。更重要的是，医疗

器械从低端到高端的技术突破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不存在弯道超车的现

象，因此更加需要公司在研发上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步。 

随着全面开始向引领者身份的转变，公司也将进一步优化研发体系，完

善研发的绩效考核机制，保障优秀研发人才的晋升通道，鼓励成熟产品在新

一代技术领域的研发探索，给公司未来的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问：近日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已连续多日单日新增病例数达到

新高。由于病例数持续激增，印度各地均出现医用氧气短缺，病床、药品、

呼吸机等医疗物资源告急的情况，医院正面临严重的危机。对公司来说是否

是新的机会？国际市场今年整体是否依然有较多新冠订单？ 

答：今年 3 月开始，国际疫情出现第三波高峰，全球各地如欧洲、拉美、

印度均有抗疫设备订单需求，部分国家将追加采购预算，比如意大利、罗马

尼亚、巴西、印度。 

疫情爆发前，印度曾连续多年是迈瑞国际上除美国外的 大单一国家市

场。迈瑞在全印度设有 4 个分公司，共 100 余人的销售队伍，本地化程度较

高，对印度全国的公立私立市场的覆盖不断加深。由于去年印度医疗设备的

配置率严重不及抗疫所需，而今年疫情出现反弹，印度的各地医院对抗疫设

备如监护仪、呼吸机、输注泵的需求有所增加。 

但整体上，当前国际疫情的紧急采购量没有像去年那么高。今年全年，

国内疫情受控后的需求恢复带来的反弹性增长将非常可观，比如占国内近半

壁江山的 IVD 业务一季度恢复至 50%以上增长。因此，今年预计国内增长

将高于国际。 

 

问：在新兴国家市场，公司对当地经销商的管理与国内市场有没有差异

（例如文化、工作模式等等）？如果有的话公司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答：新兴市场国家以经销为主，而经销的管理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为了

抓住后疫情时代全球医疗补短板的机遇，同时加速迈瑞未来的国际化进程，

去年开始公司将国内营销系统和国际经销地区营销系统进行了深度融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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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构建了全球营销的矩阵式架构，通过成功复制我们在中国积累起来的管理

和经销经验，促进海外业务的加速成长。 

虽然海外经销区和国内在销售模式上是一致的，但各个市场的发展阶段

和市场结构各有不同，因此公司将在各个市场建立各自的区域和产线团队，

构建矩阵式组织架构，并且针对各个市场自身的特点进行客户细分和渠道匹

配。同时，为了更好地贴近海外本土市场的需求，公司将持续加大本地化投

入，根据适当的节奏提升外籍员工的占比。 

 

（二）4 月 1 日~23 日调研内容如下： 

问：请问公司国际 IVD 业务的规划是怎样的，包括产品研发和渠道等，

另外分子诊断作为全球 IVD 有潜力的领域之一，公司对这个领域是如何

规划的？ 

答：作为目前国际化程度 低的一条产线，迈瑞从 2019 年开始为 IVD

国际化之路、特别是试剂业务拓展做了一系列的铺垫工作。以往公司的国际

IVD 业务停留在以卖仪器为主的模式，客户层级停留在小样本量实验室。通

过搭建海外 IVD 运营平台，建设包括物流、仓储、本地化团队、试剂销售的

渠道网络和售后服务等，国际 IVD 业务将逐步加强试剂业务的推广，主流客

户向中样本量实验室转变，未来几年试剂收入占比将稳步提升。 

由于公司的血球产品已经逐渐步入引领者阶段，产品技术方面已经实现

全面突破，因此血球业务在欧洲和发展中地区也将逐渐开始向中高样本量实

验室突破，未来有望带动生化、发光等其他 IVD 产品的协同入院。 

研发方面，IVD 产线是公司研发投入占比 大的业务领域，未来还将维

持这一趋势。今年血球、生化、发光、凝血都将迎来重磅新品的发布。 

疫情之前公司就已开始密切关注分子诊断领域，公司认为分子诊断的市

场规模在疫情催生下将长期扩容，因此非常看好该业务未来的增长潜力，也

将积极加速推动该业务的研发布局。 

 

问：国内化学发光控费的政策趋势对公司的影响如何，公司对于 IVD 集

采的预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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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答：作为公司已布局产品中国产化率 低的领域之一，化学发光是

典型的倒三角市场，进口品牌由于布局早、技术水平领先等原因长期占据主

要的市场份额。因此，进口替代空间巨大。 

在医保控费的大环境下，降低采购成本、提升运营效率成为了医院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掌握核心技术、与进口产品质量一致的国产品牌将拥有

同台竞争的机会，让高品质、高性能的国产产品进入各大医院，加速国产替

代进程。 

至于 IVD 集采，首先，从国产产品成熟度、临床应用安全性、竞争格局、

试剂的兼容特性等角度来看，生化试剂是未来 有可能进行带量采购的 IVD

产品。公司欢迎并积极配合地方对 IVD 试剂带量采购的探索和尝试。其次，

即便实施生化试剂带量采购，迈瑞生化业务也有望借此机会快速提升市场份

额，尤其是加速渗透二、三级医院。因此机会大于挑战。 

血球和化学发光在内的其他 IVD 领域，不论是专机专用属性，还是客户

临床接受度来说，使得集采实施难度较大。公司目前尚未看到大范围实施带

量采购的迹象。 

 

问：能否介绍公司在微创手术耗材领域的布局情况？如何在微创领域发

挥迈瑞技术和营销方面的优势？ 

答：迈瑞定义的微创外科领域包括硬镜系统、能量平台、超声刀、配套

器械和耗材等与微创手术相关的产品。为了 大化地发挥公司在研发和营销

上的优势，公司选择硬镜系统这一设备作为该领域的切入口，目前已经推出

了高清和 4K 两款型号的硬镜摄像系统，今年还计划推出荧光光源的 4K 硬

镜系统。通过硬镜系统这一设备建立迈瑞在微创外科领域的品牌影响力，并

逐渐培养公司在微创外科其他领域的研发和营销实力，完善公司在微创手术

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 

附件清单

（如有） 

请见附件《与会清单》 

 

附件：《与会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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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 PLC 宁波达蓬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AIHC Capital Management 宁波幻方量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宁波开晟投资有限公司 

BOCHK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Booming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Capital Research Global Investors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China Alpha Fund Management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CHINA RE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Asia Limited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Dongxing Securities (HongKong) Asset Management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lephas Investment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cel Investment (HK) Limited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First State Investments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普徕仕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FSSA Investment Managers 齐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Golden Faith Asset Management Group 启峰资本 

Goldman Sachs 千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Grandeur Peak Global Advisors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Guosen Securities (HK) Asset Management Co.,Ltd. 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HBM Partners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Horizon Group 青岛四季投资管理企业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td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Indus Capital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nfini Master Fund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Janchor Partners Limited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JK Capital management Ltd 润晖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三井住友德思资产管理公司 

Kadensa Capital Ltd 厦门市中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Kaison Asset Management Group 厦门祐益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Lake Bleu Capital (HongKong) Limited 上海泊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Lazard Asset Management 上海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LMR Partners Glob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上海博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Manulife Group 上海常春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MarcoPolo Pure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上海崇山投资有限公司 

Mighty Divin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上海从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Morgan Stanley Asia Limited 上海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Nomura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上海丹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Oakwise Group 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Open Door Investment Management Group 上海复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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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s Capital Limited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ORIENT SECURITIES ASSET MANAGEMENT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OVERLOOK INVESTMENTS LIMITED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Oxbow Capital Management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PanView Capital 上海鹤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Picea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 上海宏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Point72 Asset Management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Power Pacific Coporation Limited 上海吉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HongKong) 上海津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Sage Partners 上海旌乾旌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Samsung Asset Management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Schonfeld Strategic Advisors (HongKong) Limited 上海景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Sparx Asia Investment Advisors Ltd. 上海景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Superstring Capital Management LP 上海玖鹏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Tairen Capital Limited 上海醴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Trivest Advisors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上海明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UG Fund 上海磐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UOB KAY HIAN(HONG KONG)LIMITED 上海乾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Wellington Management Group 上海清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Xingtai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上海仁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明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森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慎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晟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鲍尔太平有限公司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八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泰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诚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诚旸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瓦洛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鼎萨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汐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汉和汉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希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泓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仙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洪泰海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焱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浦来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弈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清和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毅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于翼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北京时田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越球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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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燕园动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尚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成大沿海产业基金(大连)管理公司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火星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港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乘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民森投资有限公司 

澄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创金合信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固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海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瑞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前海云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清水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睿泉毅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方马拉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红石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怀德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金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友创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锐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杉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同投资有限公司 

风和基金 深圳市涌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复华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裕晋投资有限公司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信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欧瑞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富敦资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鑫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高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拾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特佳投资集团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歌斐诺宝（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洋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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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国际证券研究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易鑫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之卉投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通用技术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汉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文博启胜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相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循远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燕园资本集团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韩国投资基金管理 银河证券 

瀚亚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汇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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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宝投资 银杏环球资本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弘则弥道(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红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泓铭资本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禹合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财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善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象舆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润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嘉谟证券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宏有限公司 

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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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进化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景泰利丰基金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资本(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雅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览众资本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国库控股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美楷(广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明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南山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