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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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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康德莱 60398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佳俊  

电话 021-69113502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高潮路658号  

电子信箱 dm@kdlchina.net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316,795,377.19 2,174,274,192.97 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48,044,856.74 1,373,538,370.92 -1.8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62,228,986.89 124,260,223.40 -49.92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750,497,363.58 682,454,237.09 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4,175,328.13 63,125,139.33 1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8,947,353.66 60,789,851.50 13.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41 5.00 增加0.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4 2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4 21.4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2,75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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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康德莱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0.91 180,665,380 175,508,970 质押 62,300,000 

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43 28,390,725 0 无 0 

建银国际医疗产业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44 10,753,900 0 无 0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未知 2.00 8,832,000 0 无 0 

帅木莲 
境内自

然人 
1.81 7,984,080 0 无 0 

上海旭鑫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7 7,375,230 0 无 0 

郑清 
境内自

然人 
1.47 6,512,800 0 无 0 

上海利捷企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3 6,300,000 0 无 0 

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1.24 5,475,520 0 无 0 



人 

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20 5,292,25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宪淼先生、郑爱平女士和张伟

先生，上述三人通过康德莱控股、共业投资、温州海尔斯和

上海康德莱控股间接控制本公司的股份，对公司的经营决策

具有重大影响。上述三人中，张宪淼先生和郑爱平女士为夫

妻关系，张伟先生为张宪淼和郑爱平夫妇的儿子。2012年 9

月 15日，为加强对上海康德莱控股和本公司的管理，保证

本公司稳定发展和实际控制权的稳定，张宪淼先生、郑爱平

女士和张伟先生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控制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中央汇

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建银国际医疗产业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和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权。上海旭鑫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均为以非公

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其基金管理

人均为上海朗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中帅

木莲、郑清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75,049.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97%；公司实现净

利润人民币 10,768.9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3.1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7,417.5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51%，业绩增长符合 2019 年度财务预算增幅。公司在报告期

内积极开展如下主要工作： 

1、强化市场运营 

2019年上半年，各省市医改办、卫计委等部门接连印发改革政策及实施细则，在公立医疗机



构医用耗材采购中推进“两票制”的实施，并将生产企业、配送企业纳入飞行检查、日常监督检

查范围，加大监管力度。“两票制”的推行将减少医用耗材采购的流通环节，提高公立医疗机构的

采购效率，对生产企业贴近市场终端客户，产品配送及售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持续关

注各地区医用耗材采购政策的变化情况，及时研究政策及应对。报告期内，公司在部分城市设立

商务处，同时通过渠道变革、产融结合理念的输出及引导，推动区域型渠道平台合作的展开，优

化完善市场布局。国内市场的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国际市场上，公司继续深挖国际大

客户，参加海外医疗器械专业展会，积极开辟新客户，精耕细作，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2、优化区域制造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梳理评估各类产品的制造及销售情况，按照产业链布局的整体规划推进

落实产品制造定位，进一步将部分一次性穿刺类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子公司浙江康德莱生产基地，

与一次性穿刺针结合，实现“针器”结合，强化巩固输注类医疗器械产品的规模效应，增强核心

竞争力。报告期内，子公司浙江康德莱加大基础建设投入，扩大生产用净化车间产地面积，已建

成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立体仓库，实现智能仓储管理，成品出入库的自动化分配。子公司珠海康

德莱受让公司直接持有的广东康德莱股权，进一步整合华南地区的生产、市场、销售资源，积极

打造华南制造基地，形成基础医疗耗材区域一体化规模优势。 

3、推进完成募投项目 

截止本报告期末，医用穿刺器生产基地改扩建项目已建设完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该项目募集资金账户结余人民币 1,504.65万元，将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投产，项目实施完成。 

4、持续产品技术及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发生研发费用人民币 4,002.8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80%。公司及子公司共有 4个产品完成首次注册，21个产品完成延续注册。公司及子公司新申

请境内专利 16项，其中：发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专利 13项。 

5、推进并购重组工作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与广西瓯文医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广

西瓯文”）及其全体股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公司拟通过增资及/或受让股权等方式投资广西瓯文

并获得其不低于 51%的股权。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投资广西瓯文并购事宜，完成投资相关各

项前期准备工作，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为整合现有资源业务，扩充标本采集产业的研

发、制造与销售，强化采血针的优势地位，提升采血管的市场份额，公司子公司珠海康德莱与成

都瑞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瑞琦科技”，证券代码：831079）及其主要股东签署投资意

向协议，珠海康德莱拟通过认购瑞琦科技新增股份（股权）及/或自现有股东中的全部或部分股东

处受让股份（股权）等方式投资瑞琦科技并获得其不低于 51%的股份（股权）。相关投资准备工作

尚在进行中。 

6、分拆子公司康德莱医械香港上市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分拆子公司康德莱医械香港上市，康德莱医械于 2019年 6月 6日向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申请在香

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康德莱医械本次发行并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

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批准或核准。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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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 2019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

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变更内容如下：1）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别列示

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2）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列示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 

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账务调整情况如下：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别列示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2019年 6月 30金额

为 21,061,992.49 元、233,830,429.67 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金额为 21,258,919.53 元、

222,921,842.18元。 

2）“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列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2019年 6月 30日金

额为 48,924,364.76 元、131,684,393.91 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金额为 69,407,416.68 元、

128,079,233.93元。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