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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6                            证券简称：宝莱特                            公告编号：2018-044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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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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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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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莱特 股票代码 30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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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永兴 李韵妮 

办公地址 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创新一路 2 号 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创新一路 2 号 

电话 0756-3399909 0756-3399909 

电子信箱 ir@blt.com.cn ir@bl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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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940,789.62 322,160,009.36 2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052,490.31 38,292,126.47 -1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0,024,263.74 30,784,377.37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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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75,266.21 -4,580,268.27 -250.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31 0.2621 -11.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31 0.2621 -11.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2% 7.98%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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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782,422.59 800,223,983.68 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2,275,185.90 505,558,216.60 5.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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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金元 境内自然人 33.53% 48,979,600 36,734,700 质押 27,990,776 

王石 境内自然人 2.97% 4,331,52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83% 4,134,500 0   

燕传平 境内自然人 1.46% 2,132,580 1,599,435   

胡海平 境内自然人 0.91% 1,326,936 0   

周国军 境内自然人 0.86% 1,253,300 0   

华能贵诚信托有

限公司－华能信

托·悦华方物 1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63% 915,041 0   

叶国庆 境内自然人 0.59% 868,500 0   

叶琳 境内自然人 0.55% 800,000 0   

孙少平 境内自然人 0.52% 763,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燕金元先生和王石女士为夫妻关系，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除燕传平先生、

周国军先生任职公司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叶国庆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68,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68,500 股；公司股东孙少平通过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63,7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6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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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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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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业 

2018年上半年度，面对新常态下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医疗器械市场竞争加剧的环境，公司坚持践行既定发展战略，在

争取公司监护产品技术领先、市场占有率靠前、收入稳中有升的前提下，持续通过全产业链建设、专业化经营、精细化管理

等方式，不遗余力强化核心竞争力，集中精力提升产品品质，齐心协力谋取更好发展，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894.08万元，同比增长20.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405.25万元，同

比下降11.07%。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86,278.24万元，较期初增长7.8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53,227.52万元，较期

初增长5.28%。 

随着销售规模的扩大，公司控股子公司柯瑞迪原有生产基地产能已无法满足需求，为进一步扩大华中地区的市场布局，

柯瑞迪开始筹建新的生产基地。报告期内，柯瑞迪完成新基地建设，并推进新老基地的交接手续。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走出去，带回来”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全资子公司德国宝莱特完成了工厂选址、土地购买等前

期准备工作，目前正积极推进工厂厂房建设、生产设备选购、人才招聘及相关注册证申请等工作。 

公司制度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年修订)》、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各项制度规范运作，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信息披露制度》、《总裁工作细则》、《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对外担保制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共12项制度进行修订完善。 

产品认证方面，公司具有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医疗器械生产和经营许可证，国内在销产品均取得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医

疗器械注册证》。2018年4月17日，公司发布公告，公司近日完成Haemodialysis Equipment（D30 血液透析设备（机））的 CE 

认证并取得了国际认证机构 TüV 颁发的 CE 认证证书。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

共42项，外销主导产品均通过了欧盟CE认证、美国FDA510(k)许可、美国NRTL产品认证和加拿大产品许可证书等。 

资质方面，2018年4月9日，公司收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颁发2017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的通报》（粤府[2018]0105

号），公司获得由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2017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证书，这是政府对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和产

业化成果的肯定，是公司研发创新战略的实施结果。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子公司恒信生物、挚信鸿达、常州华岳及

武汉启诚均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公司自主研发的Q系列多参数监护仪、A系列多

参数监护仪、心电图、透析机、母胎监护仪、生命体征检测仪、无线体温检测系统均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知识产权方面，2018年上半年度，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新增专利11项，其中实用新型9项，发明专利2项，新增软件著作权

7项，新增《医疗器械注册证》1项。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授权的发明专利22项目、实用新型132项、外观

设计39项、国际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83项目，商标89项。 

子公司管理方面，随着公司旗下子公司的数量增多，对于管理融合与管理输出显得尤为重要。结合公司总体战略规划，

公司制订了《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对控股子公司的治理结构、人事、财务、经营及投资决策、信息披露与报告等方面进

行了规定与规范。 

此外，公司全面推进质量管理，进一步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升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优化企业治理结构。

在公司总体目标框架下，控股子公司独立自主、合法有效的经营，并接受公司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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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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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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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