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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林志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志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罗春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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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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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998,994,626.94 1,665,064,091.68 2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92,431,618.55 1,439,889,332.18 10.5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6,761,769.93 69.20% 870,210,698.33 5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4,968,854.64 24.91% 342,603,281.10 2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3,951,253.12 30.84% 315,376,534.04 27.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13,554,233.26 24.81% 204,961,712.91 5.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58 24.37% 0.8524 2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58 24.37% 0.8524 2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6% 0.53% 22.43% 0.8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422,069.97 

为资产处置收益及营业外支

出中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

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709,669.55 政府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6,803,882.69 理财产品收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1,515,335.98 

为银行理财产品之结构性存

款的本金与其变动利率计算

得出的本期变动损益，及本期

属于以前年度理财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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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收益结转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1,186.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234,281.0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83,932.06  

合计 27,226,747.0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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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都市大博通

商医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77% 179,928,000 179,928,000   

大博醫療國際

投資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91% 92,064,290 92,064,290   

林志军 境外自然人 20.10% 80,807,710 80,807,710   

拉萨大博传奇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1% 3,672,000 3,672,000   

拉萨合心同创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8% 3,528,000 3,528,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5% 3,022,634 0   

泰康人寿保险 其他 0.47% 1,878,2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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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

－投连－行业

配置 

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四一九

组合 

其他 0.36% 1,465,999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

添富医疗服务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6% 1,438,959 0   

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19L-CT001

深 

其他 0.32% 1,273,5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22,634 人民币普通股 3,022,63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投连－行业配置 
1,878,281 人民币普通股 1,878,28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四一九组合 
1,465,999 人民币普通股 1,465,99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医疗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438,959 人民币普通股 1,438,95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 深 

1,27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3,500 

泰康资产－邮储银行－稳泰价

值 2 号资产管理产品 
1,087,546 人民币普通股 1,087,546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深 
887,445 人民币普通股 887,445 

泰康资产－交通银行－泰康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优势精选

资产管理产品 

810,453 人民币普通股 81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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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第三产业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0,015 人民币普通股 800,01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医药保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660,300 人民币普通股 660,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昌都市大博通商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拉萨大博传奇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林志雄先生，大博醫療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为林志军先生，拉萨合心同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林志军先

生配偶王书林女士，林志雄和林志军为同胞兄弟。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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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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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34,951.54 3,250,287.52 -46.62% 
主要系本期末结构性存款较上年减少

所致。 

应收票据 - 1,000,000.00 -100.00%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兑。 

应收账款 250,708,317.59 79,213,791.61 216.50%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及部分客户年底集中回款所致。 

预付款项 34,638,507.61 11,454,215.11 202.41% 
主要系本期新增预付生产材料款所

致。 

其他应收款 7,293,953.29 5,552,030.22 31.37% 
主要系投标保证金及备用金借款增加

所致。 

存货 414,584,529.48 264,462,642.93 56.76% 
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而增加的库存备

货，及本期新增营销配送网点所致。 

固定资产 363,371,661.88 250,035,231.84 45.33% 主要系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33,807,435.30 26,896,886.78 25.69% 主要系二期工程投入建设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52,790.82 2,676,183.89 29.02% 
主要系当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

致。 

应付账款 162,726,594.38 39,895,978.75 307.88% 
主要系本期新增应付服务费以及材料

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42,002,172.78 24,666,187.98 70.28% 
主要系收入增加导致的应交企业所得

税及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63,377,032.24 44,727,633.04 41.70% 
主要系本期新增工程保证金、及应付

未付股利款所致。 

递延收益 58,020,190.90 30,181,587.31 92.24% 主要系当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多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60,242.73 487,543.13 -46.62% 
主要系本期结构性存款浮动收益减少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94,183.38 -134,029.94 -417.93%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二）利润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70,210,698.33 545,391,462.87 59.56% 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及营销策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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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营业成本 124,636,165.53 95,792,670.01 30.11% 
主要系销售规模及人工成本增加所

致。  

销售费用 258,898,581.12 74,419,577.28 247.89% 

为顺应国家“两票制”政策的实施，

公司大力加强自主学术推广服务及销

售终端开发的力度，主要表现在市场

开发费、学术推广费等费用的增幅较

大；伴随公司业务规模增长，销售人

员数量及薪酬也相应增加。 

研发费用 67,581,821.52 44,865,401.32 50.63% 

主要系本期公司研发人员及薪酬增

加，以及公司进一步加大新产品研发

力度，相应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4,709,669.55 13,609,725.78 81.56% 

主要系本期收取的政府补助及前期收

取资产化补助在本期待摊金额增多所

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6,698,222.80 6,323,137.43 164.08% 主要系本期新增结构性存款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515,335.98 7,836,360.25 -119.34%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多于期末持有理

财而使得收益结转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312,629.07 -2,659,747.99 111.75% 

主要系本期处置不良品而转回存货跌

价准备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8,322,195.40 -3,001,237.05 -177.29% 

主要系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增加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5,726.74 34,758.25 -83.52%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93,628.48 452,839.74 -79.32% 主要系非经营相关的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42,354.86 661,518.43 57.57% 
主要系固定资产盘亏及报废固定资产

所致。 

所得税费用 67,209,859.76 42,838,955.40 56.89% 

主要系利润总额增加、以及本期政府

补助及股份支付等税会口径差而进行

纳税调增增多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0,905,214.24 5,735,071.16 90.15% 主要系子公司利润增长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793,266,747.33 577,671,192.44 37.32%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72,326,605.83 21,500,976.42 236.39% 

主要系本期收到大额政府补助、本期

客户押金增加、以及新增工程保证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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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257,751,496.22 90,142,456.35 185.94% 

主要系生产规模扩大，采购支出增加

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165,011,056.42 114,180,203.16 44.52% 

主要系年度提薪，及与销售业绩挂钩

的 2018 年年终奖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08,536,332.76 78,280,903.61 38.65% 

主要系公司为扩大销售规模，增加市

场推广投入、仓储资金、办公运转费

用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56,717.08 276,000.00 -43.22% 

主要系本期处置的固定资产减少所

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1,764,578,264.01 859,438,170.00 105.32% 

主要系本期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规模

扩大及频次增加而导致到期赎回本金

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63,931,529.42 71,478,381.60 129.34% 

主要系公司生产规模扩大而新增支付

设备款较多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1,767,155,760.00 1,173,762,560.00 50.55% 

主要系本期增加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

期限较短、频次增加而使得购买理财

流量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300,662.55 -201,550.93 249.17%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拟向89名激励对象授予36.26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对象均为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年 9 月 2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

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9 年 09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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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

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3,250,287.52 -1,515,335.98 0.00 0.00 0.00 0.00 1,734,951.54 

自有及募集

资金（银行理

财产品之结

构性存款的

本金与变动

利率计算得

出的本期变

动损益） 

合计 3,250,287.52 -1,515,335.98 0.00 0.00 0.00 0.00 1,734,951.54 --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30,100 16,330 0 

银行理财产品 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61,446 46,718 0 

合计 91,546 63,048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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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8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半年报情况。 

2019 年 09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医疗器械带量采购的实施情况。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志雄 

 

 

                                                                                                                                                                                   

——————————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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