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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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翁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万全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凤英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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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382,773.72 760,265,101.93 -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82,327,366.21 498,765,110.77 -3.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172,443.55 -47,154,974.1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385,763.42 40,950,266.98 -5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427,035.13 -4,099,719.7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397,120.67 -4,705,884.3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36 -0.8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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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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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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027.5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57,6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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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30.00  

所得税影响额 -124,891.04  

合计 970,0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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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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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康 16,825,200 14.96 0 质押 12,115,200 
境内自然

人 

杭州安适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08,000 10.23 0 无 0 其他 

严黄红 7,595,900 6.75 0 质押 7,265,900 
境内自然

人 

苏州麦迪美创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7,299,600 6.49 0 质押 6,29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汪建华 5,424,357 4.82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傅洪 2,553,980 2.27 145,88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方思予 2,261,638 2.0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刘长羽 1,866,866 1.66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任晗熙 1,760,000 1.5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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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分红委托 1 
1,729,540 1.54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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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康 16,825,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25,200 

杭州安适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5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08,000 

严黄红 7,595,900 人民币普通股 7,595,900 

苏州麦迪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299,600 人民币普通股 7,299,600 

汪建华 5,424,357 人民币普通股 5,424,357 

傅洪 2,40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3,980 

方思予 2,261,638 人民币普通股 2,261,638 

刘长羽 1,866,866 人民币普通股 1,866,866 

任晗熙 1,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0,000 

横琴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委托 1 1,729,540 人民币普通股 1,729,5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除翁康先生持有苏州麦迪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40%股

份、翁康先生与严黄红女士为一致行动人之外，公司未知

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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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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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年初金额增加 7.73 万元，提高 100.00%，主要是外币借款套期保值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2. 应收票据较年初金额减少 383.20 万元，降低 97.46%，主要是商业承兑汇票承兑后余额减少所致。 

3. 预付款项较年初金额增加 186.75 万元，提高 570.03%，主要是项目采购预付款增加所致。 

4. 存货较年初金额增加 817.74 万元，提高 30.65%，主要原因是为项目履约正常备货及为受疫情影响，使

用公司产品的医院相关科室信息化建设被迫停滞，导致公司正在执行的项目无法如期完成验收确认收入，

相对应的项目成本未能结转所致。 

5.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金额增加 655.64 万元，提高 603.62%，主要是预交上年四季度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6. 在建工程较年初金额减少 97.02 万元，降低 100.00%，主要是公司装修工程完工，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

产所致。 

7.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金额减少 80.00 万元，降低 100.00%，主要是采购设备到货并已安装验收，设备

采购预付款结转所致。 

8. 预收款项较年初增加 1,418.53 万元，提高 36.50%，主要是正在执行的合同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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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 1,114.63 万元，降低 80.39%，主要是本期收入减少使得应缴纳增值税、所得税减

少所致。 

10. 营业收入较上期金额减少 2,456.45 万元，下降 59.99%，主要是因为公司的产品大多应用在医院的手术

室、重症监护室及急症急救等相关科室。受疫情影响，医院的正常运转秩序中断，医疗资源都集中在抢

救新冠患者上，以上科室的信息化建设的工作被迫停滞，使得公司大部分正在执行的合同无法如期完成

验收确认收入所致。 

11. 营业成本较上期金额减少 553.55 万元，下降 50.3%，主要是由于营业收入大幅下降所致。 

12. 销售费用较上期金额减少 641.72 万元，下降 39.35%，主要是由于疫情原因导致市场拓展受阻所致。 

13. 财务费用较上期金额增加 264.12 万元，上升 179.97%，主要是由于欧元借款汇兑收益比去年减少 195 万

元及短期借款余额增加所致。 

14. 投资收益较上期金额增加 33.10 万元，上升 64.32%，主要是公司投资杭州乾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亏损比

上期减少约 20 万元以及结构性存款收益比上期增加约 13 万元所致。 

1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期金额增加 2.78 万元，上升 56.1%，主要是外币借款套期保值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16. 信用减值损失较上期金额减少 98.82 万元，上升 159.34%，主要是去年同期收购海南玛丽医院支付的 3000

万元意向金计提了 150 万元坏账准备在上年末冲回所致。 

17. 所得税费用较上期金额增加 8.13 万元，上升 59.07%，主要是由于收购玛丽医院财务并表增加了 14.41

万元的所得税费用所致。 

18. 净利润较上期金额减少 1,214.81 万元，下降 280.57%，主要是由于疫情原因营业收入减少但人员薪酬等

固定成本照常发生使得净利润下降所致。 

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金额增加2,798.25万元，上升59.34%，主要是收疫情影响，本期购

买商品、服务及现金支出的人员奖金及期间费用减少所致。 

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金额增加2,255.49万元，上升93.01%，主要是本期赎回的理财产品

较上期增加所致。 

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金额减少941.12万元，降低1,215.05%，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到期借

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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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响，公司一季度收入较去年同期较少2,456.45万元，下降59.99%，使得净利润亏损

幅度较大。从二季度开始，公司履约项目陆续恢复正常，但部分项目履约验收进度仍受制于医院

相关科室的工作开展情况，至下一报告期期末有无法弥补一季度亏损的可能。 

 

公司名称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翁康 

日期 2020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