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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3               证券简称：星普医科              公告编号：2018-101 

广东星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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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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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普医科 股票代码 30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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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璐 刘杰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蛟坪大道 83 号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蛟坪大道 83 号 

电话 0769-87935678 0769-87935678 

电子信箱 zhaolu@starway.com.cn starway@star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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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803,427.41 128,650,017.83 9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512,084.79 81,103,576.84 -4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2,453,009.09 36,241,709.82 17.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052,753.87 56,724,311.67 -61.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5 -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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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5 -4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 3.56%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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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9,200,253.58 2,611,085,939.89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26,299,686.01 2,377,591,820.14 2.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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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运寿 境内自然人 22.66% 123,922,124 62,863,012 质押 105,222,000 

马林 境内自然人 9.87% 53,963,654 53,963,654 质押 53,909,123 

刘岳均 境内自然人 7.89% 43,158,852 43,158,852 质押 43,154,213 

深圳前海国华腾达医

疗股权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2% 40,569,395 40,569,395 质押 40,565,000 

徐涛 境内自然人 6.84% 37,417,401 30,221,151 质押 36,175,999 

刘天尧 境内自然人 5.82% 31,799,422 31,799,422 质押 31,799,422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浙金·天府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4.90% 26,771,33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

组合 
其他 2.30% 12,582,458 0   

海航期货股份有限公

司－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华宝－银河 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6% 10,170,000 0   

叶龙珠 境内自然人 1.43% 7,807,364 0 质押 7,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叶运寿与叶龙珠为兄弟关系，刘岳均与刘天尧为父子关系；除上述法定一致行动

人关系外，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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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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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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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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080.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4.95%；营业利润7,291.75万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21.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51.2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3.88%，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45.3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14%。 

2018年2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星玛康完成友方医院51%股权的收购，公司在成都、重庆两个西南地区最

大的城市拥有医院资产，预计将会产生一定的资源互补和协同发展效应。 

2018年7月，公司全资子公司玛西普完成友谊医院25%股权的收购，友谊医院成为玛西普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全资控制友谊医院有利于迅速推进先进的小型化质子治疗系统项目落地，从而进一步将友谊医院打造

成从影像诊断到放射治疗等全过程的肿瘤治疗提供方案，使得友谊医院的放射治疗能力在全国处于领先水

平。同时，以友谊医院为标杆，有助于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新建更多类似的旗舰医院，快速实现公司将医疗

服务辐射全国的战略布局。 

中卫医院已引入玛西普生产的大型放射治疗设备，对医院现有肿瘤治疗手段形成补充，并于2018年8

月取得了放射诊疗许可证。 

按照公司“发挥高端放疗设备优势并积极拓展医疗服务市场”双管齐下的战略方针：一方面巩固玛西普

伽玛刀及其他大型医疗设备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加强海内外业务拓展，优化市场营销渠道，进一步扩展

产品的业务规模；另一方面，加快医院的并购整合和自建的步伐，进行医疗服务的全国性战略布局。公司

将依托自身在大型放疗设备行业的优势，协同医疗服务布局，搭建肿瘤放射治疗平台，从而形成公司未来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医疗器械板块主要产品有：玛西普第一代头部伽玛刀（SRRS）、第二代头部伽玛刀（SRRS+）和

体部伽玛刀（G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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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拥有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如下： 

 

证书编号 注册产品 型号 有限期限 认证机构 

国械注准20153321168 头部多源伽玛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 SRRS 2020.7.6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械注准20153321169 头部多源伽玛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 SRRS+ 2020.7.6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械注准20153331588 立体定向伽玛射线体部治疗系统 GMBS 2020.9.5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报告期内没有新增或失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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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现金收购重庆华健友方医院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

子公司星玛康以人民币 13,000 万元收购五莲盛世听竹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友方医院51%

股权。友方医院51%股权转让登记手续于2018年2月2日完成，友方医院纳入合并范围。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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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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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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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