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第一部分:2021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一、2021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1、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增减变动幅

度(%) 

营业总收入 259,954.73 212,547.16 22.30 

营业利润 -1,620.09 11,693.96 -113.85 

利润总额 -2,410.74 10,808.12 -122.30 

净利润 -3,837.80 8,203.47 -146.78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063.12 6,055.71 -183.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52.36 994.41 -1,442.74 

2、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429,357.37 390,634.01 9.91 

总负债 255,066.21 210,379.53 21.24 

所有者权益 174,291.16 180,254.48 -3.3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6,207.87 164,764.69 -5.19 

 

二、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分析 

(一)资产、负债和净资产情况 



1、资产构成及变动情况 

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 429,357.37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9.91%，

资产构成及同期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

资产 1,200.00 0.28 - -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

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 

应收票据 

6,872.90 1.60 2,332.80 0.60 194.62 

主要系报告

期内新增应

收汇票所致 

应收款项融

资 
978.26 0.23 3,293.75 0.84 -70.30 

主要系报告

期内承兑汇

票到期承兑

所致 

其他应收款 

34,641.13 8.07 19,173.19 4.91 80.67 

主要系本期

新增项目投

标保证金及

新增关联方

借款 

在建工程 

1,209.13 0.28 578.73 0.15 108.93 

主要系报告

期内新增项

目建筑装修

工程所致 

使用权资产 

7,149.75 1.67 0.00 0.00 不适用 

本期公司执

行新租赁准

则所致 



递延所得税

资产 

8,249.18 1.92 5,016.07 1.28 64.46 

主要系本期

未弥补亏损

和资产减值

准备计提增

加所致 

 

2、负债结构及变动情况 

截止 2021年 12 月 31日，公司负债总额 255,066.21万元，较上年增长

21.24%，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57.21%，较上年增长 1.82%。主要负债构成及变动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应付票据 

147.00 0.03 1,500.00 0.38 -90.20 

主要系报告

期内公司偿

还到期票据

所致 

应付账款 

56,488.53 13.16 40,013.57 10.24 41.17 

主要系 SPD

业务新增信

用账期结算

应付商品款 

合同负债 

6,566.92 1.53 3,279.81 0.84 100.22 

主要系预收

客户合同款

增加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13,282.57 3.09 55.24 0.01 23,946.73 

主要系当期

新增一年内

到期银行借

款、长期应

付款、租赁

负债所致 

其他流动负

债 847.86 0.20 1,550.53 0.40 -45.32 

主要系待转

销项税额减

少所致 



租赁负债 

4,747.55 1.11 - - 不适用 

本期公司执

行新租赁准

则所致 

长期应付款 

528.82 0.12 - - 不适用 

主 要系 分

期 付款 购

入 资产 所

致 

长期应付职

工薪酬 397.22 0.09 664.22 0.17 -40.20 
主要系支付

导致减少 

递延收益 

14.90 0.00 23.70 0.01 -37.13 

主要系政府

补助在本期

转入当期损

益所致 

 

(二)经营成果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2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30%，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63.1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83.61%,2021年收入增长但归母扣非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SPD业务投入增大，疫情影响医院收入规模及公司回款速度，导致资金成

本上升 

由于2020年疫情之初导致全年无法进院施工，故2021年度公司SPD项目全面

有序开展落地，收入规模快速增长，SPD业务总收入由2020年度的3.54亿元增长

至2021年度的6.93亿元，增长率为95.63%，但SPD项目整体处于投入建设期，软

硬件、人员投入较大，同时，因自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各地医保因

新冠疫情支出较大，2020年及2021年医院整体常规收入规模下降，医保回款也遭

项 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增减变动幅

度(%) 

营业总收入 259,954.73 212,547.16 22.30 

营业利润 -1,620.09 11,693.96 -113.85 

利润总额 -2,410.74 10,808.12 -122.30 

净利润 -3,837.80 8,203.47 -146.78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063.12 6,055.71 -183.61 



受影响，导致公司的应收账款回款延期。公司因为投入成本增长较大及应收账款

回款延长额外增加利息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分产品 2021年收入 2020年收入 2021年结构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集约化-IVD 124,588.44 120,338.93 47.93% 上升 0.48个百分点 

集约化-SPD 69,269.17 35,408.95 26.65% 减少 0.94个百分点 

单纯销售 66,097.12 56,799.28 25.42% 减少 2.89个百分点 

合计 259,954.73 212,547.16 100.00%  

2、 公司聚焦核心业务，非主营业务销售毛利率下降 

2021年公司聚焦 IVD业务和 SPD业务，自 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

医保控费和支付方式改革的常态化推进等影响下，公司 IVD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

期上升 0.48个百分点。但单纯销售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减少 2.89 个百分点。 

3、 依据公司战略目标，投资布局多家创新性技术公司 

公司战略投资境内外多家创新性技术公司，2021年度产生较大的费用。公

司于 2020 年 12月投资入股美国创新型技术公司 LevitasBio，由于 LevitasBio

产品尚处于市场导入早期，相关研发、报证、管理费用等投入较大，导致公司

2021年度对 LevitasBio 确认投资亏损 1,933.27 万元。 

4、 产品研发投入比重加大 

经前期调研及市场分析，公司认为医疗智能化服务中医疗信息化将助力公司

主营业务壁垒提升。公司为构建医疗智慧化精益管理平台、医疗智慧供应链运营

管理平台，内部组建了强大的信息化技术开发团队，2021年加大在智慧医院、

智能化医疗物联网应用及医疗大数据分析平台等领域开发投入，本期研发费用相

比 2020 年增长 1,594.09 万元。公司有望在未来年度通过信息化的整合，有效提

升公司业务竞争壁垒。 

第二部分:2022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发展计划确定的经营目标,编制公司 2022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如下: 

一、2022 年的财务预算主要指标: 



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上述财务预算、经营计划、经营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对 2022年度的盈利预测,

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 

二、预算编制基础 

1、2022年度的财务预算方案依据如下： 

1）集团及子公司提供的、且经集团管理层复核的全面预算数据； 

2）公司与客户已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作协议； 

3）公司已尽调完毕、预计 2022年能实现收益的项目； 

公司 2022 年的预算在充分考虑上述事项，结合公司各项现实基础、经营能

力以及年度经营计划,本着求实稳健的原则而编制。 

2、本预算包括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的子公司。 

项目 2022年预算数据 2021年审定数据 
2022年预算

变动率(%) 

一、营业收入 326,375.57 259,954.73 25.55 

二、营业成本 248,801.61 205,168.04 21.27 

销售费用 19,283.47 13,822.85 39.50 

管理费用 24,004.45 20,437.11 17.46 

研发费用 3,657.32 3,547.25 3.10 

财务费用 5,978.49 7,660.36 -21.96 

加：其他收益  747.61  

投资收益  -2,566.3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2,717.63  

信用减值损失 -5,178.22 -7,657.92 -32.38 

资产减值损失  -241.68  

三、营业利润 19,472.01 -1,620.09 1,301.91 

营业外收入  44.04  

减：营业外支出  834.69  

四、利润总额 19,472.01 -2,410.74 907.72 

减：所得税费用 3,082.99 1,427.06 116.04 

五、净利润 16,389.02 -3,837.80 527.04 



三、基本假设 

1、公司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无重大变化； 

2、公司主要经营所在地及业务涉及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3、公司所处行业形势及市场行情无重大变化； 

4、公司 2022 年度业务模式及市场无重大变化； 

5、公司主要服务的市场价格不会有重大变化； 

6、公司主要原料成本价格不会有重大变化； 

7、公司生产经营业务涉及的信贷利率、税收政策将在正常范围内波动； 

8、公司现行的生产组织结构无重大变化,公司能正常运行,计划的投资项目

能如期完成并投入生产； 

9、无其他不可抗拒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四、确保财务预算完成的措施 

2022 年,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确保预算任务的完成： 

1、建立完善集团预算体系 

通过简化预算编制套表、实行季度滚动预算制，提高子公司预算编制能力，

降低预算数据与实际经营数据偏离度，提升预算数据参考度。加强对子公司财务

人员培训，规范报表编制及预算编制操作流程，以期实现集团财务表报的及时性

与准确性、预算套表的统一性与实用性。 

通过打造长效化的预算执行与监督机制，以期实现成本、费用的可控，收入、

利润的可测。加强预算中新项目实际落地情况的监督与执行，新项目预算编制精

准有效。将预算与费用审批相结合，把预算费用审批作为监督反馈预算执行的重

要方式与渠道。发挥预算作为执行度量的准绳作用，着重关注预算完成度与费用

使用情况，强化预算主体的预算完成意识和责任。 

同时，通过完善健全预算体系，增强集团对子公司的财务把控能力，适时调

整对子公司管理政策，优化集团财务结构。逐步形成以预算为端口，业绩为基准，

经营策略与集团战略相互协调，预算体系与管理模式相互配合的高效管理制度。 

2、加大促进应收账款回款工作 

公司 2021年因应收账款未收回而导致的信用减值损失较大，2022 年预算中

公司将回款放在与盈利比肩的位置，在注重盈利能力的同时，亦重视经营性现金



回流。通过加大回款绩效奖励机制，以期加快现金回流工作，尽量减少因为账款

未及时回收而导致的大额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对集团财务表现的影响。 

3、强化业绩目标考核机制 

为了确保公司 2022年业绩基础，有效扭转 2021年亏损情况，公司强化了业

绩目标考核机制。从本部各个事业办到各个子公司，从本部各个中后台部门到各

子公司中后台人员，年度预算业绩考核及费用的控制将贯穿全年。本部各个事业

办及各个子公司负责人均签订业绩承诺书确保预算有落地基础。通过及时的预算

完成情况分析与反馈，较早的发现业绩完成偏差、费用使用情况，为集团管理层

统筹安排全年业绩目标设定、实际经营状况分析、业绩预期及资源安排提供决策

支撑。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