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1033                               证券简称：迈普医学                         公告编号：2021-013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21 年 08 月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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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普医学 股票代码 30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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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佩婷 李晓香 

办公地址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揽月路 80

号 E 区第三层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揽月路 80

号 E 区第三层 

电话 020-32296113 020-32296113 

电子信箱 irm@medprin.com irm@medpr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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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8,737,363.88 52,357,552.44 3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922,582.46 15,585,961.43 3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6,246,381.06 9,742,708.38 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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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713,772.53  6,137,963.71 237.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1 35.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1 35.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4% 5.08%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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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833,601.47 447,939,659.82 1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5,353,585.70 335,995,919.55 5.7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52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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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袁玉宇 境内自然人 16.53% 10,922,547 10,922,547   

徐弢 境内自然人 16.53% 10,922,547 10,922,547   

袁美福 境内自然人 6.82% 4,508,796 4,508,796   

深圳市凯盈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43% 4,246,049 4,246,049   

唐莹 境内自然人 5.72% 3,779,977 3,779,977   

国寿成达（上

海）健康产业股

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5% 3,267,436 3,267,436   

广州纳普生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4% 2,600,000 2,600,000   

乌鲁木齐凤凰

基石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合伙

企业－广州领

康投资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4% 1,543,385 1,54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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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合伙） 

蔡婉婷 境内自然人 2.27% 1,497,083 1,497,083   

苏州分享高新

医疗产业创业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5% 1,286,154 1,286,1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2020 年 5 月 31 日、2020 年 10 月 26 日，袁玉宇与徐弢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履行一致行动义务的期限自双方签署之日起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0 个月；本协议期满后，双方如无异议，双方履行一致行动义务

的期限自动续期 60 个月。袁玉宇和徐弢已在《一致行动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了发

生意见分歧或纠纷时的解决机制。上述协议签署后，袁玉宇与徐弢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袁

玉宇可以对徐弢所持有的公司 22.04%股权实施控制（截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徐弢持有公

司 16.53%的股权）。 

2、截至报告期末，袁玉宇系纳普生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并担任纳普生投资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是纳普生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上表“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的数据截至为 2021 年 7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

股东情况。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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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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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737,363.88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922,582.46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24%。业绩主要驱动因素如下： 

  （1）产品市场需求 

   我国人口基数庞大，神经外科疾病患者人数众多，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加

速及意外伤害等原因，颅脑肿瘤、颅脑创伤、脑出血及功能神经疾病等主要通过外科手术治疗的脑疾病亦

呈升高趋势。同时，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器械新治疗方式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神经系统疾病，

如脑肿瘤、癫痫、疼痛等，可以通过外科治疗方式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高值神经外科医用耗材市场需求

进一步增加。其中，2019 年全国神经外科开颅手术数量接近 70 万例（约 85%的手术使用硬脑（脊）膜产

品）；未来 PEEK 材料凭借优异的性能，其渗透率有望逐步提升，市场空间广阔。 

总的来说，公司主要产品的使用需求较大，为公司未来业绩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2）产品市场竞争力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高性能植入医疗器械产品的开发，在基于对生物材料特性深刻理解的基

础上，利用自主研发的生物增材制造、数字化设计与精密加工、选择性氧化及微纤维网成型、多组分交联

及雾化成胶等核心技术平台，赋予了公司产品突出的性能，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其中，公司核心产品“睿膜®（ReDura
TM）”、“睿康®（NeoDura

TM）”是公司利用生物增材制造技术开发

的人工硬脑（脊）膜补片，具有独特的三维仿生多孔微纤维结构，与人体天然硬脑膜的微观结构高度相似，

有利于新生细胞的附着迁移和增殖分化，在材料逐渐降解的同时，实现新生脑膜的再生修复。同时，原材

料选用可降解、生物相容性良好的人工合成材料，与市场上脱细胞基质的动物源性材料相比具有更高的生

物安全性，可以有效避免病毒传播等风险。凭借领先的技术工艺和优异的产品性能，公司可吸收硬脑（脊）

膜补片产品入选中国科技部《创新医疗器械产品目录（2018）》，为仅有的 9 项“国际原创”产品之一。 

    同时，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成为国内少数具有规模化出口海外高端医疗市场能力的神经外科高性能

植入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自产品上市以来，公司产品覆盖欧洲、南美、亚洲、非洲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临床应用超过 20 万例。 

较强的产品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帮助公司形成市场竞争壁垒，保障公司的长期稳定增长。 

（3）在研产品储备 

在研产品储备是公司保持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对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具有重大影响。新产品、新

技术的不断推出将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目前已形成“预研一代、开发

一代、销售一代”的多层次产品研发布局，截至半年度报告披露日，公司拥有 8 个在研产品储备，其中 3

个产品已处于注册报批或临床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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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销售渠道拓展 

销售渠道的拓展是影响公司现有产品及新产品未来进一步开拓终端用户的重要因素。报告期内，公司

销售渠道不断拓展，覆盖医院数量不断增加，预计未来覆盖医院数量将保持增长的趋势，进而将为公司经

营业绩保持持续增长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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