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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6                           证券简称：迪瑞医疗                           公告编号：2021-075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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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洁 董事 身体原因 郑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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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624,110.18 463,094,044.96 -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9,919,173.47 108,133,673.82 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6,916,504.55 105,459,501.28 1.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612,479.02 66,525,074.54 -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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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78 0.3945 0.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78 0.3945 0.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2% 6.95%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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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2,128,726.70 2,023,448,189.59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31,574,920.20 1,654,500,366.12 -1.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41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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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华德欣

润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00% 77,288,400  质押 61,057,836 

广东恒健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00% 33,123,600    

宋洁 境内自然人 11.91% 32,880,960 24,660,720   

易湘苹 境内自然人 7.59% 20,948,400    

宋勇 境内自然人 5.99% 16,547,8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1% 2,790,9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三组合 
其他 0.93% 2,571,654    

江颖 境外自然人 0.77% 2,127,811    

上海仟榕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仟晟 4 号私

募基金 

其他 0.41% 1,143,800    

上海仟榕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仟晟 3 号私

募基金 

其他 0.38% 1,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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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湘苹为夫妻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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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800 股，合计持有

1,14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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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00 股，

合计持有 1,050,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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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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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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定位为“实验室整体解决方案全球服务商”，自成立以来，始终注重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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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实验室七大领域，已覆盖医院常规检验项目80%左右

的份额。 

报告期内，化学发光免疫、妇科检测产品增长较好，受到剥离原控股子公司宁波瑞源以及营销费用增加等影响，公司实现收

入41,762.4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91.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5%。  

1、国际市场营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推进27个国家注册文件申请，新增加国际代理商数十家，国际市场业务保持稳步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

四成，其中印度、巴西市场增幅明显，远超疫情前水平，俄罗斯、土耳其、意大利等地保持稳步增长。国际市场将成为公司

市场拓展最重要的板块，公司将继续推进海外本地化管理，主推高速生化、尿液流水线、发光免疫等封闭式产品，进一步提

升试剂销售占比，提高国际市场利润贡献水平。 

2、新产品拓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以尿液分析、生化分析产品为基础，重点提升化学发光免疫、妇科等自动化、智能化产品的市场份额。目标

客户重心上移等模式，增强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报告期内，免疫类产品销售基本符合预期，实现同比增长，以CSM-8000

模块化生化免疫分析系统、CM-320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等为主的机型增量明显，新增二甲以上客户150余家。妇科产

品线前期投放的仪器产品对试剂起到带动作用，该产线对公司利润贡献得到提升。公司发挥仪器多元化的优势，积极把握医

疗新基建机会，先后在国内及国际市场累计中标超过1,500台以上，与控股股东相关企业联合运作的县域医疗体系建设工作

也正在积极推进当中。 

3、国内市场营销体系建设情况： 

为了吸引专业人才及提高市场反应速度，确保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继续保持以吉林长春为生产中心。报告期内将公司营销

中心设立在北京，为实现双总部的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为了满足迪瑞医疗产品渠道重心上移的业务要求，成立了主要对接

以三甲级医院为主的重点客户的直营部门，同时优化公司销售管理团队，引进复合型管理人才。 

4、外延式发展进展情况： 

按照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战略，外延扩张做大企业规模是很重要的手段之一，报告期内，针对符合公司发展方向，行业也比较

关注的热点领域，公司积极探索、调研项目标的，组建了以技术骨干为主的标的评估团队，通过财务分析，合法性确认以及

成长性评估等多个维度对标的进行研判，部分标的存在估值过高，成长性不确定，企业经营瑕疵等较多问题。后续公司经营

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产业互补协同为目标，继续勤勉尽责审慎的持续推进外延拓展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为了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核心团队

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确保公司发展

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公司推出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2021年5月27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

记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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