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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6           证券简称：理邦仪器             编号：2020-003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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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华西证券、华夏基金、富安达基金、新华基金、天弘基金、国寿养老

基金、诺安基金、中庚基金、华泰保险、红土基金、国海资管、平安

基金、永赢基金及 56 名个人投资者 

时间 2020 年 2 月 20 日 16:00-17:00 

地点 公司董事会会议室（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长：张浩 

董事会秘书：祖幼冬 

证券事务代表：刘思辰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一、董事长张浩先生就公司的经营情况及本次疫情爆发后公司的现状做简单介

绍： 

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概述：一是疫情防护情况，二是生产状况和能力，三是

一线抗疫情况。 

疫情防护方面：疫情爆发后，公司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小组，负责全面统筹集

团的防疫工作。到今天为止，理邦没有任何员工受到感染。公司在国内拥有员工

约 1800 余人，各地办事处 500 余人，深圳总部上班在 1300 人左右，目前还有

250 人左右未返回深圳。未返回的员工当中，一部分是在疫区无法返回的，约 150

人左右。另外一部分员工是途经湖北，需要进行隔离，约 100 人左右。公司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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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政府要求，执行相关隔离措施。因此，现在可以上班的人约 1050 人左右。

同时，为保证公司园区的绝对安全性，公司在做好各种防护措施的同时，也尽量

减少在园区上班的工作人数，每天基本维持在 800 人左右。在 2 月 3 日复工当天，

深圳市坪山区政府就前来检查，并由坪山区工信局开具了复工批准书。后来，武

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也开具了一份关于协助保障相关药品物资供应的函，要

求各地进行协助开工。另外，深圳市工信局也积极协助公司的上游供应链企业进

行复工，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也将公司列入了防疫白名单当中。在整个疫情防控

期间，公司运营状态十分健康有序，并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生产状况和能力方面：公司常规生产线为 6 条，2019 年 12 月份由于订单比

较集中，公司增加了两条临时线，共计 8 条。截止目前，公司已经开了 11 条生

产线，其中有 5 条生产线是由非一线员工组成，他们来自公司其它各职能部门，

如研发、销售、财务、行政等等。虽然其中有 5 条生产线是临时增加的，但是公

司对于品质的管理依旧十分严格。每一条生产线都有工程部的员工进行严格的技

能把控，同时也配有专职人员开展相应的思想工作。鉴于今年 1、2 月份 POCT

主机出货量的快速提升，公司预计从 3、4 月份开始，相关测试卡的需求也将迅

速增长。因此，公司紧急启动了 POCT 测试卡产线工人的招聘工作，因需要确保

相关工人符合防疫要求，公司发动了所有的资源进行推荐，同时还需配备当地政

府的相应证明，所以整个招聘过程也相当具有挑战性。目前，POCT 测试卡产线

招聘的 30 个工人已经在本周三全部招到。另外，鉴于部分工人可能需要 4 月份

才能返工，公司也不能长期安排其它职能部门员工进行产线支援，职能部门本身

也有其相应的工作安排，因此这种状态不能长久持续下去，所以公司将会启动另

外一轮生产工人的招聘，预计相关招聘工作会在本月底完成。在工人培训上岗后，

其它职能部门支援的员工也会陆续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公司日常运营将回归更

加有序的状态。出于对未来业绩的预期，公司决定会将本次新招聘的工人加上预

计在 4 月份返岗的工人，直接用于常规生产线的扩充，预计增加至 9 条左右。一

方面，公司已经到了增加常规生产线的时点，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国家的责任，我

们不会因为疫情原因，辞退不能按时返工的工人。  

目前虽然有 11 条产线开工，但是由于部分供应商还没有完全复工，所以偶

尔也存在部分产线等料的情形，产能未完全发挥出来，这也是目前整个行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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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一个问题。 因此，公司也一直在积极协助相关供应商尽快恢复生产，如

先调拨一部分防护用品给他们，以后再进行结算。此外，还会安排支持人员到供

应商生产线协助其开工，以保证公司订单的交货能力。目前，对于一些交货周期

很短的订单，公司也会视当下的生产能力，有的放矢。 

一线抗疫方面：理邦对于此次一线抗疫也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全国都在关

注的韩红基金会，截止目前已采购了公司 179 台血气、9 万人份试剂、1100 台监

护及 206 台心电设备，但整体来看韩红基金会的采购量占公司整体比例并不太

高。另外，在火神山医院，公司监护仪装机 100 台、心电图机 35 台、血氧仪 200

台、血气生化分析仪 5 台，雷神山医院的装机数量和火神山差不多。在各方舱医

院，公司监护仪装机 650 台、血气生化分析仪 70 台、还有 6 台便携式彩超也顺

利入院。除此之外，武汉的四大医院（即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省人民医院、中

南医院），也安装了公司 50 余台血气分析仪。此次疫情中，与公司直接相关的设

备主要是监护、心电、血氧、血气，当然也包括超声在内，但这些产品中大部分

产品医护人员都可以直接使用，其中血气产品还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培训后才会

使用的更好。从采血到出具检测结果，整个操作都是需要管控的，否则人为因素

就会干扰测试结果的准确性。为此，公司售后团队首先制作了完整的视频培训材

料来帮助医护人员学习血气的相关操作。其次，通过公司的云平台对血气产品的

使用过程进行实时监测（医院用户允许的条件下），不合格的操作均能够被监测

出来。理邦特别在意我们的设备能否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带来帮助，通过正确使用

方式得出精确的检测结果，用户与产品相互信任，为公司在业内树立一个良好的

口碑。 

 

二、互动提问： 

1、请问子公司东莞博识目前的运营如何，公司对其 2020 年装机量有何展望？ 

东莞博识的磁敏免疫分析仪在 2018 年 7 月产品质量得到进一步稳定，之后

公司进行了两次全国性推广，代理商在四季度集中批量进货，这些仪器于 2019

年开始陆续装机。因此，博识 2019 年的销售收入主要是来源于耗材的收入，而

仪器的销售则需要先消化 2018 年四季度的库存。 

   博识磁敏产品的两个最大特点，一是结果准，可比对大型实验室的发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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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多靶，其测试项目包括心血管疾病、感染性炎症、凝血疾病等。磁敏目前主

要安装于二、三级医院，将各医院用户中对于原先测量结果不够满意的设备进行

替换，截止 2019 年年底，磁敏产品的累计装机量已经达到 300 多台，并保持着

良好的增长趋势。随着装机量的不断提高，医院用户对于磁敏产品的通道数量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本 m16 只有一条通道，每次只能检测一个卡片，现在公司

推出了六通道的 m36X 系列，广受临床用户欢迎。M36X 系列正式订单交付是在

2019 年的 12 月份，本来今年一季度计划会有二三十台的订单，但是由于疫情的

突然爆发，使得产品的交付只能进行延期。我们预计东莞博识在接下来的三年内

会有一个快速的增长，并赢得良好的用户口碑。公司对于其 2020 年的装机目标

是在去年基础上实现翻倍以上的增长，假使疫情能在三月份得到有效控制，那么

全年实现这个目标还是可期的。 

 

2、公司 IVD 今年产能怎样？据了解曾经出现过缺货的问题，那么现在上游原材

料供应是否还充足？ 

IVD 业务今年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会比去年同期实现更快速的增长。目前上

游原材料供应没有问题，现在主要面临的是产能问题。2018 年出现缺货，主要

是由于春节放假，公司血气产品没有做好足够的库存。通常我们的生产周期是 8

周左右，所以在一两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调度不过来，到了 2019 年，公司

考虑到春节前工人流失的问题，将相关库存已经备足，所以 2019 年整年血气测

试卡的供应是非常流畅的。此次春节前公司也准备了 20 万片的库存，疫情突然

爆发后，订单数量猛增，公司又在第一时间紧急恢复了生产，持续进行供货。此

外，公司还补充招聘了 30 个工人，在 2 月 19 日也已到岗，来保证三月份能提供

30-40 万片的生产能力。同时，目前国际市场的表现也相对稳定，订单较去年同

期相比还是有一定增长。考虑到当下国内疫情的冲击，我们目前的交货原则是将

已有交货期严格的订单继续执行，除此之外的订单，国际向国内让步，国内向湖

北疫区让步。 

 

3、目前公司在监护、心电和 IVD 板块都受益这次疫情，那公司的其他产品线是 

什么情况？今年一季度会不会大幅下滑？ 



5 
 

大幅下滑是不可能的。首先，从国际市场来看，理邦海外市场销售额占公司

总销售额的 55%左右，1、2 月份海外市场的订单较去年同期相比还是继续保持增

长，并且对于产品的需求也是全方面的，涉及公司的所有产线。其次，从国内市

场来看，与本次疫情直接相关的设备需求迅速提高（如监护、心电、血氧仪及血

气等），确实会对公司其他产品线的销售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公司的妇幼产品线，

国内 1、2 月份订单因交货原因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是在妇幼这个细分领域，

理邦作为龙头企业，只要在 4 月份能恢复生产，加之还有盆底康复仪等新品的上

市，预计全年能继续实现稳定增长。第二个影响较大的就是超声产品线，此次疫

情对于超声产品还是有一定需求的，虽然超声不是诊断肺炎的产品，但鉴于有患

者可能患有其它的疾病，还是需要超声来检查其心、肝、肾等部位。另外 ICU 的

病人也会出现炎症风暴，第一个攻击的对象就是心脏，所以也需要进行检查。尽

管公司的超声名气并不是很响，但还是有一定的需求量，在这次疫情也进了不少

的武汉医院。但客观的来说，超声的常规市场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此，综合来看，疫情爆发直接受益的产品线包括监护、心电及血气；妇幼

线虽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鉴于公司在细分领域的竞争优势，随着疫情

得到有效控制，全年继续增长可期；超声常规市场受到一定影响。 

 

4、医院采购了很多设备，疫情过去后，这些设备会怎么处理呢？ 

我个人认为像武汉四大医院（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省人民医院、中南医院）

会继续使用下去，因为我们的产品质量优异，一旦形成习惯就会继续使用。至于

雷神山、火神山及各方舱医院的设备怎么处理，我们也很关注国家会如何安排。

此次疫情过后，中国对于整个疾病控制都会有个重新的思考，我认为这些产品应

当妥善保管，根据国家新的防疫建设需求把它们分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进入专

门医院的设备需具体看国家后续如何规划使用，但是已进入各常规医院的设备还

是会继续使用。 

 

5、疫情过后国家可能会继续加大疾控方面的投入，您认为公司的哪些业务板块

会受益。这几年国家、各级财政也在加大对基层医疗的投入，但是很多设备投入

后很多不会用，您觉得后面还会做一个非常大的医疗基建的投入吗？ 

近几年国家一直不断加大对基层医疗的建设，如何做好基层医疗建设，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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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就是要对基层医生要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诊疗水平。第二就是配备的医

疗设备一定要精准，一旦有新冠病人到了社区医院就能及时发现、预警。再有，

就是医联体。未来国家会逐步把社区或者乡镇医院和一个中心医院逐步结合在一

起。举例说明，深圳的宝安人民医院，心电图做的很准，还有好多小医院和他们

是医联体，那些小医院虽然配备有心电图机，受制于医生的诊疗水平，很多情况

下都无法准确的进行判断。那么当他们安装心电信息化网络后，下属的社区医院

就可以将采集到的心电图直接发送至宝安人民医院，首先通过我们的心电系统自

行进行诊断，电脑自动识别正常的心电图，同时将无法作出准确诊断的心电图交

由宝安人民医院的心电专家进行人工诊疗，从而做出正确判断。在上线这套系统

前，宝安人民医院一天做 200 例左右的诊断，系统上线后，在不增加人员的情形

下，他们的诊断量可以迅速提升至 700 例左右，日常工作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 

因此，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可以极大地解决基层医院缺乏资源的问题，这些理念都

契合了理邦的产品，比如我们可为广大基层医疗用户提供普及型彩超、心电、POCT

的血气和免疫产品以及三/五分类血球等，并且理邦还拥有非常完善的信息化产

品，如心电网络信息化、产科网络信息化以及 POCT 产品的云信息化，可以完全

迎合国家未来医疗体系的发展趋势。 

 

6、这次疫情中会有比较多的像监护这些设备可能是医院正常采购量的好几倍，

您对这种透支问题怎么看？ 

对于湖北地区的确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病毒的爆发，使得感染人数剧增，

湖北将大量医院的病房都改造成了 ICU，但其它非湖北地区的医院相对来说就好

很多，并没有进行大面积的病房调整。以深圳为例，深圳也是一个疫情人数排名

比较靠前的城市，但所有病人都是被转到了深圳第三人民医院，对于深圳其它医

院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唯一的影响是因为疫情的爆发，导致一季度门诊量有

所下降，但并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境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这次疫情

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湖北，湖北以外的地区没有太大的影响，仅影响了一个季度

的收入，未到伤筋动骨的境地，所以医院正常的采购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医

院后续将采购计划稍作调整即可。另外，全国的很多城市也都采取了像深圳的这

种模式，因此短期来看会有一定的影响，待疫情过去，医院的日常门诊量正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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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应的采购需求也会得到恢复。  

 

7、公司产品线众多，未来重点投入在什么业务线条，有何具体规划？ 

公司成立于 1995 年，到今年刚好 25 年。公司管理层有专门制定了一个 5+1

年的经营计划，在收入上有明确的目标，至 2025 年销售目标达到 50 亿元。分产

线来看，第一为妇幼产品线，在 2019 年就已经达到 2 个多亿的销售额，主要以

胎监及妇科产品为主，公司计划在未来 5 年将其销售额做到 10 亿元。另外，妇

幼线今年还有一个重点产品盆底康复仪会上市销售，但是受疫情影响，公司不得

不推迟上市计划。盆底康复仪在去年 12 月份推广的时候，得益于公司在妇幼这

个细分领域的竞争优势，很多代理商都迫切想代理这款产品。此外，产科信息化

也会给妇幼产品线带来高增长，举例说明下公司在产科领域的竞争优势，公司的

产科业务不仅覆盖了国内 14000 余家医院，还有 70%左右的三甲医院也是我们的

用户，很多都会有建立信息化医院的需求，因此我们认为产科信息化在未来五年

将能带动公司妇幼线实现 2 亿以上的增长，再加上我们传统的其他妇幼项目及内

外销渠道优势，在 5 年内实现 10 亿元销售额是可期的。第二为公司的血气产品

线，公司会继续加大对其的推广力度，不仅如此，血气产品线在年底预计还会有

一个新的光化学的血气产品面市，不仅成本会进一步降低，还增加了血红蛋白等

检测指标，并且相关测试卡还可以进行常温储存。随着新品的推出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血气产品线的综合竞争优势，加之在此次抗击疫情当中，血气产品的知名度

迅速扩展，我们有信心在未来 5 年实现血气产品线 10 亿的销售目标。第三是公

司的心电产品线，心电信息化网络也会带动公司心电业务的快速增长，因此也是

10 亿的销售目标。另外，公司还有监护和超声这两条产品线，相信经过公司的

持续推广，两个产品线在未来 5 年也可共实现 10 亿的销售目标。此外，公司还

有磁敏分析仪、特定蛋白分析仪、血球等产品，加之预计在未来两年左右上市的

分子诊断产品，这些产品整体计划在未来 5 年，共同实现 10 亿销售额，进而整

个集团实现 50 亿元的经营目标。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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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上述内容中，涉及未来业务预期增长的相关数据是公司基于当下业务发展状况

所作出的预测，不构成对公司全体股东的业绩承诺，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