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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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朱晓光 出差在外 韩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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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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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力医疗 60330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增勇 吴利芳 

电话 020-39945995 020-39945995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国贸大道南47

号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国贸大道

南47号 

电子信箱 visitor@welllead.com.cn visitor@welllea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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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053,792.34 1,010,705,847.61 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87,365,891.12 892,007,266.50 -0.5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42,309.01 17,885,125.54 44.49 

营业收入 316,321,813.51 288,337,793.24 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358,624.62 39,756,066.65 -3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36,289.32 33,578,037.77 -36.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2 4.56 减少1.7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0 -3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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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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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37.39 74,784,000 0 质押 23,150,000 

广州松维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08 36,162,000 0 质押 24,300,000 

广州纬岳贸易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03 12,054,000 0 质押 9,018,000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华澳·臻智 70号－维力医

疗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3.44 6,872,108 0 无 0 

嘉盈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16 2,310,000 0 无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投连－行业配置 

未知 0.75 1,495,366 0 无 0 

吉林日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日日昇一期 

未知 0.60 1,200,300 0 无 0 

吉林日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月恒二期 

未知 0.55 1,091,000 0 无 0 

吉林日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月恒一期 

未知 0.52 1,035,500 0 无 0 

徐甘辉 境内自

然人 

0.38 76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无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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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632.18万元，同比增长 9.71%；实现利润总额 2,738.13

万元，同比下降 41.9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35.86 万元，同比下降 36.21%。

主要是因为,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导致营业成本和各项费用的增长幅度超过了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

同时公司对血液透析领域的投资处于投入期和亏损阶段，拉低了公司整体利润。 

2018年上半年海外市场需求回暖，国内市场监管日益趋严，招投标竞争白热化，产品同质化

严重。报告期内公司工作重点如下： 

1、市场运营 

从传统渠道营销向专业市场营销转变，加强多部门协同的市场准入能力，强化市场准入的组

织架构、内部协同和政策影响能力，为以满足本地化市场准入条件下的“产品组合+企业品牌”价

值营销迈进。继续贯彻“决胜在终端”的销售策略，做好渠道下沉工作，同时强化产品线均衡发

展，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做好市场推广和产品管理。 

2、消化成本压力 

通过生产工艺改善、技术改造、强化采购管理、供应商管理和仓库管理等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生产成本，同时强化全面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消化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带来的成本

压力。 

3、加强研发，加快新产品开发及既有产品升级换代速度。 

2018年上半年公司被认定为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广东省新型医用导管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获得了发明专利 2 项；完成带水包亲水导尿管、50ml硅胶导尿管和 TPU球囊排泄物管理系统

和导尿管的产品研究； 对双支、清石鞘（涂层、管径）、麻醉穿刺包、硅胶导尿管等产品进行了

改进。 

4、稳步推进血液透析领域布局和投资 

2018 年公司调整了对血透领域的投资策略，稳步推进 2017 年已投项目的进展，没有新增布

局血透中心。2018年上半年，已有 2家血透中心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

开展诊疗活动。 

5、稳步推进募投项目 

截至目前，新型医用材料（非邻苯 PVC）气管插管系列建设项目、PVC产品建设项目、硅胶产

品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营销网络的建设项目均已完工，海南乳胶产品建设项目已完成

首期基本工程建设。 

6、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2018年 6月，公司与瑞典 Bactiguard AB（以下简称 Bactiguard）签署了《许可和供应协议》、

《经销关系协议书》等相关协议，协议约定 Bactiguard 授予维力医疗“BG Technology” 

（Bactiguard® 涂层技术，该涂层能够在生物相容性的医疗器械表面防止微生物和生物膜的生长）

在中国地区的独家使用权 10年，以及未来 10年 BIP 导尿管在中国地区的独家经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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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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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