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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6                           证券简称：迪瑞医疗                           公告编号：2020-092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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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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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瑞医疗 股票代码 30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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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国柱 徐铭泽 

办公地址 
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宜居路 3333

号 
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宜居路3333号 

电话 0431-81931002 0431-81931002 

电子信箱 zqb@dirui.com.cn zqb@dir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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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3,094,044.96 493,604,509.30 -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133,673.82 125,906,131.81 -1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5,459,501.28 121,170,825.52 -12.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525,074.54 126,680,441.33 -47.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45 0.4589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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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45 0.4589 -14.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5% 8.8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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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6,748,609.07 2,062,321,454.32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95,968,822.22 1,524,884,729.44 -1.9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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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江瑞发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80% 148,500,000 0 质押 27,000,000 

宋勇 境内自然人 6.70% 18,488,700 0 
质押 11,738,000 

冻结 5,734,853 

宋洁 境内自然人 5.70% 15,741,360 11,806,02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1% 2,790,900 0   

江颖 境外自然人 0.77% 2,127,811 0   

迪瑞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1,907,400 0   

上海仟榕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仟

晟 4 号私募基金 

其他 0.40% 1,116,000 0   

上海仟榕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仟

晟 3 号私募基金 

其他 0.38% 1,053,800 0   

于维利 境内自然人 0.36% 1,000,000 0   

向阳 境内自然人 0.36% 98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宋勇、宋洁为兄妹关系。宋勇、宋洁分别持有晋江瑞发投资有限公司 55%、35%的股权。

公司未知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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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上海仟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仟晟 4 号私募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

还通过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16,000 股，合计持

有 1,116,000 股；股东上海仟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仟晟 3 号私募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53,800 股，合计持有 1,053,800 股；股东向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

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80,000 股，合计持有 98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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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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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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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新冠疫情对复工复产、国际物流以及试剂耗材销售的影响，强化仪器产品竞争优势，加快新品的推广力

度， 优化渠道建设，提高服务响应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309.4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18%，其中仪器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0.63%、试剂收入较上

年同期下降15.45%。营业利润13,427.5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24%；利润总额13,260.6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813.3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12%。 

（二）市场营销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年度经营目标，积极应对行业及市场变化，立足主营业务，较好的完成了确定的销售

任务，公司从2019年第四季度开始对分销体系进行重新核定考核，对经销商进行综合能力评估，按照产线制重新选择分销合

作经销商，分别设立了尿液分析、妇科分析、生化分析、血液分析等事业部，公司在例如妇科、发光免疫分析等新品推广将

投入力度，对渠道给予大力度支持。目前产品线考核制代理分销在主要人口密集城市，已经布局完毕；进一步推进优化营销

管理流程，并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在预算与制度框架内展开销售工作，推动公司利润持续增长；积极进行新产品推广，持

续加大公司产品在终端市场的推广力度，积极借助网络新媒体多种渠道进行品牌宣传，提升了市场占有率及品牌影响力；推

进公司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相关注册及推广力度，拓展公司产品销售区域；进一步优化销售人员考核激励体系，加强销售团队

建设及人员培训力度。 

（三）研发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持续不断推进新产品、新技术的投入开发工作，开展创新研究，实现了多条产品线研发

项目同时运作，研发产品涵盖生化分析、尿液分析、血细胞分析、妇科分泌物分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凝血分析等系列，

推进了CM-320i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MUS-9600全自动尿液分析系统等多个型号分析仪器产品及多个配套试纸试剂

产品的开发、注册、转产等相关工作，丰富和补足了公司产品种类，使公司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不断增强公司核心竞

争力。 

报告期末，公司（含子公司）研发技术人员共492人，占职工总数的27%，拥有机械、光学、电子、计算机软件、数学、流

体力学、化学、临床医学、管理等各方面的人才。同时，公司一直注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含子

公司）获得的专利202项，其中发明专利89项；已登记的软件著作权63项。 

（四）内部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法律法规等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断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在公司内部建设方面，报告期内修订了《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编制了《内部控

制评价管理制度》；通过持续的制度建设工作，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稳步推进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继续

完善财务数据分析体系；进一步完成及改进人才培养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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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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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

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1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2020年4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以下说明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 2020年1月1日) 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

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2019年12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该解释，对以前年度不进行追

溯。 

自2020年1月1日起，本公司对于销售业务中产生的预收货款，改为在合同负债中核算；对于销售业务中产生的预收保证金，

改为在其他应付款中核算。除该列报影响外，上述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的收入确认和计量无实质性影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月1日 2019年12月31日 影响 

预收账款  561,209.55  44,855,884.99  -44,294,675.44  

合同负债  29,266,806.55    29,266,806.55  

其他应付款 26,993,098.22 11,965,229.33 15,027,868.89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月1日 2019年12月31日 影响 

预收账款  561,209.55  43,218,146.43 -42,656,936.88  

合同负债  27,629,067.99   27,629,067.99 

其他应付款 25,061,215.25 10,033,346.36 15,027,8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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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新增4家子公司，增加子公司的方式为新设。 

1、DIRUI NETHERLAND B.V.于2020年5月7日在荷兰海牙取得商会注册证书，号码为77992334，注册资本为8万欧元。 

2、吉林璟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日取得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220107MA17J9JL6Q，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 

3、北京璟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8日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302MA01RT1949，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 

4、辽宁璟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8日取得沈阳市皇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10105MA10FMJ28Q，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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