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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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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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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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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鑫医疗 股票代码 3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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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珍荣 刘明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富山大道
999 号 

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富山大道
999 号 

电话 0791-85950380 0791-85950380 

电子信箱 Lezr@163.com sanxinkeji1997@163.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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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8,745,170.87 246,878,549.26 1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095,154.34 16,571,263.53 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5,818,550.60 14,495,629.55 9.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11,918.15 -5,024,245.43 267.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4 0.0646 1.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4 0.0646 1.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 2.83% -0.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32,150,750.67 827,431,028.01 2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2,331,920.84 606,082,985.2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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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47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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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彭义兴 境内自然人 29.25% 76,444,160 57,333,120 质押 41,280,000 

雷凤莲 境内自然人 6.76% 17,655,040 13,241,280   

彭海波 境内自然人 4.95% 12,928,000 9,696,000 质押 7,600,000 

万小平 境内自然人 4.69% 12,244,480 9,183,360   

彭九莲 境内自然人 3.18% 8,311,040 6,574,560   

王来娣 境内自然人 2.41% 6,308,592 0   

王兰 境内自然人 2.33% 6,097,760 4,933,320   

刘金华 境内自然人 1.38% 3,600,640 0   

刘全生 境内自然人 1.27% 3,313,600 0   

吴建国 境内自然人 1.00% 2,613,32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彭义兴、雷凤莲夫妇共同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彭海波系彭义兴、雷凤莲

夫妇之子，彭九莲系彭义兴姐姐，彭海波、彭九莲与彭义兴、雷凤莲夫妇构成一致行动
人。王兰系彭九莲女儿、彭义兴外甥女。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孙桥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1,629,92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29,92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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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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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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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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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业 

（一）经营成果概述 

     公司始终坚持以打造血液净化产业平台专业运营商和输注领域一流制造商为企业发展战略。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及

全体员工齐心协力，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董事会制定的年度工作计划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同仁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实现营业收入28,874.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96%；实现扣非后净利

润1,581.8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09.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特别是血液净化类产品销售收入保持了连续快速增长。公司通过不断加大

成本管控力度，推行精益生产，使得公司整体毛利率较去年同期略有上升，母公司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5.82%。由于

全资子公司云南三鑫和控股子公司黑龙江三鑫处于投产初期，产能尚未充分发挥，本报告期仍处于亏损状态；全资子公司四

川威力生尚处于投资建设期，本报告期处于亏损状态。同时，公司2018年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报告期摊销股权激

励费用502.58万元。若剔除摊销股权激励费用的影响，则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28.94%。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血液净化类：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大血液净化类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使其继续保持了良好的生产经营状况，血液净

化类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8,241.2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74%，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该类产品销售收入占公司总

收入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49.05%上升至63.30%，创历史新高。 

留置导管类：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3,482.4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9%，该类产品销售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为

12.08%，保持了稳步发展。 

注射类：随着国家医改的深入推进、减少抗生素使用，公司对产品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报告期内注射类产品实现销售

收入3,366.9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2.93%，该类产品销售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为11.68%。 

输液输血类：随着取消门诊输液政策的逐步推行，输液输血类产品市场容量整体呈下降趋势。报告期内输液输血类产品

实现销售收入3,453.8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82%，该类产品销售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为11.98%。 

 心胸外科类：该领域业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菲拉尔的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有一次性使用人工心肺机体外循环管道

包、一次性使用心脏冷停搏液灌注器、一次性使用血液微栓过滤器、一次性使用贮血滤血器。宁波菲拉尔为心脏外科体外循

环耗材细分领域的国内龙头企业，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由于宁波菲拉尔资产过户日期为2019年6月28日，

本报告期公司只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合并，未对其经营业绩进行合并。 

在产能提升方面，积极推进新生产基地和技改扩产项目建设。云南三鑫正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丰富产品种类，积极开展

成本管控和费用节流，为其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黑龙江三鑫已获得血液透析浓缩液产品注册证，实现顺利投产；四

川威力生正在加快筹建。此外，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投资实施的血液净化系列产品技术改造及扩产项目已于报告期内开工建设，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正处于设备调试阶段，此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血液净化系列产品产能和市场占有率。 

在产业布局方面，公司充分把握行业发展机遇，已于2019年7月底，通过收购血液净化设备厂商成都威力生59.75%的股

权，实现了从血液净化耗材到血液净化设备的全产业链覆盖，进一步完善血液净化产业链布局；同时，公司积极布局高值医

疗耗材，于2019年6月28日完成了对宁波菲拉尔51%股权的收购，公司将通过与宁波菲拉尔的战略合作，共同整合双方在市场、

技术及客户方面的资源，实现协同发展，巩固并延伸公司医疗耗材的产业链。 

（二）公司治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严格按照《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各项制度

规范运作，不断健全、完善内控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同时继续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建设，提高风险防范

的意识和能力，为公司的稳步发展奠定基础。 

（三）产品研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完成研发投入1,109.15万元，占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比重达3.84%，各项研发项目按计划顺利推进。

母公司及主要子公司正在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共有6项，其中：母公司3项，云南三鑫3项。截止到报告期末，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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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要子公司共持有65项医疗器械注册证，其中：母公司持有54项，云南三鑫持有6项，黑龙江三鑫持有1项，宁波菲拉尔持

有4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与分析”之 “二、主营业务分析”及“医疗器械产品研

发投入相关情况”。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

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4项准则以下统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

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本公司自规定之日

起开始执行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文

件，变更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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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云南三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江西赣医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江西赣牧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江西义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黑龙江三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威力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江西鑫威康

贸易有限公司、宁波菲拉尔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增加了宁波菲拉

尔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公司只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合并，未对其经营业绩进行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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