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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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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赵伟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廖上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娜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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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1,907,446.25 9,032,848,918.07 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107,330,474.62 2,758,404,144.13 12.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0,912,110.53 138,793,459.52 1.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924,879,561.78 5,192,724,478.93 -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35,791,379.71 291,984,144.43 -1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6,366,032.69 292,873,385.08 -22.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09 10.90 减少 2.8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50 -1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50 -18.00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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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5.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19.25%，主要系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受疫情影响，医院常规检测需求阶段性下滑。随着国内疫情

得到有效防控，第三季度公司各项业务快速恢复，单季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较去年同期实现增

长。 

2、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保持为正，现金流净额 1.41 亿元，同比增长 1.53%。 

 

本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经营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本期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减（%） 

商业 4,647,633,319.62 -6.87% 

工业   271,788,216.57 36.98% 

说明： 

1、商业：即公司主要从事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业务，属于体外诊断产品流通与服务，主要为商业

业态；报告期内服务型业务（集约化业务/区域检验中心业务）营业收入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其中三季度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12.23%，恢复较快。 

2、工业：即公司自主品牌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属于体外诊断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主

要为工业业态；报告期内工业板块实现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36.98%，第三季度营业收入较去

年同期增长 80.77%。主要系报告期内上海瑞美纳入报表及公司其他自主产品销售快速恢复所致。 

3、本报告期公司继续积极推进自主品牌产品开发，报告期内研发投入 5644 万元，同比增加 48.1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141,383.41 5,113,269.3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152,797.88 16,902,239.6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

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387.7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38,785.08 3,090,442.96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

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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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

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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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589,225.6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

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68,276.73 268,958.41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

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87,457.00 -6,273,594.7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03,907.85 -2,036,179.26  

所得税影响额 -2,603,510.04 -4,050,951.33  

合计 5,706,368.21 9,425,347.0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75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杭州市下城区国有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16,000,000 20.02 0 
无 

0 国有法人 

朱文怡 54,938,408 9.48 0 质押 38,000,000 境内自然人 

刘辉 42,028,771 7.25 0 质押 23,200,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 号

远望基金 

21,500,000 3.71 0 

无 

0 其他 

卫明 21,461,784 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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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荣 19,009,425 3.28 0 质押 18,000,000 境内自然人 

东营东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4,989,162 2.59 0 
质押 

13,989,16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九江昊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4,989,162 2.59 0 
质押 

13,989,16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恩添富 7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4,500,088 2.50 0 

无 

0 其他 

王君 14,000,000 2.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杭州市下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1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000,000 

朱文怡 54,938,408 人民币普通股 54,938,408 

刘辉 42,028,771 人民币普通股 42,028,771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2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00,000 

卫明 21,461,784 人民币普通股 21,461,784 

冯荣 19,009,425 人民币普通股 19,009,425 

东营东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989,162 人民币普通股 14,989,162 

九江昊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989,162 人民币普通股 14,989,162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恩

添富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500,088 
人民币普通股 

14,500,088 

王君 1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2019 年 8 月，杭州市下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下城国投”）与冯荣及卫明签署《表决权委托协

议》，冯荣及卫明将所持股份的股东表决权全部授权给下城

国投行使。期限至冯荣、卫明所持润达医疗股份出让及/或减

持完毕之日，或下城国投出现丧失润达医疗实际控制人地位

的之日止。冯荣与卫明承诺，在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之

日起五年内不出让及/或减持所持有的股份。 

2、朱文怡及刘辉为母子关系。 

3、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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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9月30日 
变动比

例（%） 
主要变动原因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13,391,152.62  218,831.38  6019.39 

2019年公司增加销售商品

分期收款业务形成的长期

应收款，本年重分类至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0,021,493.51  48,163,672.67  -37.67 
去年同期结构性存款重分

类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 844,578,759.86  457,404,142.41  84.65 

主要为本年新增参股公

司：苏州润赢、上海通用

润达、上海润林，共支付

投资款25,470.53万 

递延所得税资

产 
91,176,740.07  61,231,008.99  48.91 

信用减值准备和可抵扣亏

损所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短期借款 3,548,230,792.95  1,875,687,725.50  89.17 

同期对比短期借款净增加

9亿，主要是疫情期间贷款

政策支持医疗企业力度加

大，新增专项贷款8.2亿。 

交易性金融负

债 
 269,654,976.22  -100.00 股权收购款完成支付 

预收款项 6,818,762.59  81,025,200.99  -91.58 

按照新收入准则要求，预

收款项拆分为“预收账

款”，“合同负债”，“其他

流动负债” 

其他应付款 175,286,011.77  684,172,599.46  -74.38 

主要系归还前期部分利息

较高的借款，净归还约

4.23亿；支付股权转让款

1.99亿 

长期借款 11,021,928.70  109,100,000.00  -89.90 支付到期并购贷款 

应付债券 434,559,448.09  313,027,301.17  38.82 

2020年6月末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成功及2017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债券余额重分类至“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款 47,249,623.45  174,532,844.70  -72.93 支付到期应付融资租赁款 

预计负债 1,548,009.40  346,691.53  346.51 2020年7月1077801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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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影响 

递延收益 17,782,341.76  6,651,542.47  167.34 

2020年7月1077801 B.C. 

LTD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693,225.05  -449,181.67  254.33 主要系外币折算影响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

例（%） 
主要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56,437,169.79 38,106,391.68 48.10 

2019年10月起瑞美的损益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以及

2020年7月起1077801 B.C. 

LTD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 

其他收益 14,539,585.46 2,950,580.19 392.77 

2019年10月起瑞美的损益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以及

2020年7月起1077801 B.C. 

LTD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3,589,225.69 -9,423,628.17 61.91 

应付股权转让款现金流折

现 

资产减值损失 -881,623.93 -224,615.44 -292.50 计提存货减值准备 

资产处置收益 4,411,260.32 -1,922,970.63 329.40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营业外支出 6,508,454.92 1,339,105.16 386.03 疫情期间，企业捐赠物资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08,630,280.24 -138,088,107.49 -558.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同期对比减少约7.7亿

元，主要变动原因：（1）

新增收购公司，共支付股

权转让款25,470.53万；（2）

支付并表子公司剩余股权

转让款36,502万元；（3）

增加股权支付股权款

4,293.15万元；（4）同期

购买活期理财产品净增加

17,335万；（5）获得参股

公司分红、理财收益净增

加1,758.72万。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32,887,195.90 51,625,106.89 1513.3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同期对比增加约7.8亿

元，主要变动原因：     

（1）主要系公司于6月底

成功发行可转债并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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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5.5亿元；（2）同时，

公司把握国资入股后的优

势，调整融资成本，扩大

融资规模，公司Q3累计融

资规模净增加4.75亿，同

比融资资金净增加2.56

亿。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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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伟东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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