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990                                公司简称：麦迪科技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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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麦迪科技 603990 无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先丽 姚昕 

电话 0512-62628936 0512-62628936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归家巷222号 苏州工业园区归家巷222号 

电子信箱 suzhoumedi001@medicalsystem.cn suzhoumedi001@medicalsyste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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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998,740.63 760,265,101.93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76,676,273.20 498,765,110.77 -4.4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80,177.98 -30,586,571.54   

营业收入 89,072,084.25 120,321,519.90 -2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708,706.95 6,159,74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526,341.86 6,168,38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56 1.30 减少2.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06 -2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06 -216.6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71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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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翁康 境内

自然

人 

14.96 16,825,200   质押 15,364,200 

北京苔茵亿美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6.49 7,299,600   质押 6,290,000 

严黄红 境内

自然

人 

5.81 6,533,540   质押 6,265,900 



重若（苏州）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5.34 6,000,000   质押 6,000,000 

杭州安适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87 5,471,400   无   

汪建华 境内

自然

人 

4.82 5,424,357   无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2.56 2,875,287   无   

傅洪 境内

自然

人 

2.27 2,553,980   无   

任晗熙 境内

自然

人 

1.78 1,997,300   无   

刘长羽 境内

自然

人 

1.68 1,888,066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除翁康先生持有北京苔茵亿美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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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受全球疫情蔓延，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全球各主要经济增速均

呈现下滑甚至呈负增长态势，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剧。在此宏观环境中，国家相继出

台了各项政策，积极应对在经济运行中出现诸多变化，努力将经济下行压力减弱，保

持经济总体平稳运行。 

 在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既定的发展战略和董事会制定的2020年经营

计划，积极应对宏观环境带来的经营压力。公司继续加强技术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

围绕着手术室、重症监护病房及急症急救三大产品线，继续挖掘“智慧临床”的潜力，

进一步深耕和完善“急危重症”产品体系，将单一的专科型产品向区域化、平台化产

品转型，实现产品的云端化，远程化，移动化以满足现代医疗救治特别是疫情期间公

共卫生协同管理中的作用。 

公司积极参与5G技术在公司产品中的智慧应用。在报告期内，公司与江苏移动建

立合作关系，双方将围绕在区域急救一体化、120院前急救、远程移动会诊、远程ICU

监护、远程手术等多方面进行合作，以搭建以5G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医疗平台。 

在报告期内，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国各地实施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

施，公共交通、人员流动受阻，医院相关科室的信息化建设的工作被迫停滞，致使公

司医疗信息化项目建设延迟，一季度业绩较去年同期下降59.99%。随着二季度疫情风

险逐步降低，公司一方面在全领域内做好全方位的疫情防护，另一方面也积极创造条

件推进项目履约进度，建立复工复产制度，强化工程师队伍的管理，以降低一季度由

于疫情造成的对业绩的负面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07.21万元，较去

年同期下降25.9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70.87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2.63万元，相比去年同期都有所下滑。主要的原

因系公司本期收入确认规模下降较大而公司的人员等固定支出持续发生所致。虽受疫

情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业绩有所下滑，但随着下游医院陆续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公

司的市场拓展逐步恢复，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的产能已恢复至往年正常水平。 

在医疗IT方面，在报告期内自制软件项目增多，占医疗IT收入比重为66.73%，较

去年同期上升10.88%，整体解决方案占医疗IT收入比重由上年同期的25.89%下降为

12.89%。相比整体解决方案，自制软件的毛利率水平也较高，使得公司医疗IT产品的

总体的毛利率水平由去年同期的76.01%提升至80.95%。在辅助生殖服务方面，继收购

海口玛丽医院，公司拟投资北京国卫生殖健康专科医院有限公司，旨在加强在辅助生

殖服务领域的科研、人才方面的建设。在报告期内，玛丽医院努力缓解疫情对医院医

疗服务的影响，在二季度积极展业及加强内部精细化管理以节约成本，报告期内，玛

丽医院共实现销售收入1610.05万元，净利润510.18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专利保护及软件著作权申请工作，申请软件著作权 23

项，获得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项、获得软件著作权证书 23 项。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7 年 7月 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

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和通知的颁布或修订，本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

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 2020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影响 

公司自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收入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的披露，该会计政

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收入准则的规定进行的相应变更，该变更不涉及

追溯调整，无需重述 2019年度可比报表数据，不影响公司 2019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