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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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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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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潘晶 因公出差 韩广源 

 

1.4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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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力医疗 60330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增勇 邹晶晶 

电话 020-39945995 020-39945995 

传真 020-39945995 020-39945995 

电子信箱 visitor@welllead.com.cn visitor@welllead.com.cn 

 



1.6 公司已在 2015 年中期进行过现金分红，且 2015 年度现金分红已超过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要求,近三年共计实施现金分红金额为 4050 万元（含税），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现金分红的

相关规定和已达到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承诺。综合考虑公司盈利情况、

所处发展阶段及公司 2016 年资金安排，为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及本

着公司发展与股东利益兼顾原则，公司董事会拟定 2015 年度利润不予分配，也不进行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经营模式、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主要业务：公司主要从事麻醉、泌尿、呼吸、血液透析等领域医用导管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产品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手术、治疗、急救和护理等医疗领域，其中气管插管和留置导尿管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2、经营模式：公司产品的销售包括三种类型：直接外销、间接外销和内销。   

直接外销、间接外销均通过经销商完成销售。直接外销指公司与国外经销商直接签定销售合

同，并且直接通过公司报关出口。间接外销指公司与国内经销商签定销售合同，国内经销商自行

报关出口。公司的外销多采取 OEM/ODM 方式进行销售，由于产品高风险性和各地严格的产品准入

制度，医疗器械产品必须满足出口地区严格的准入条件。在内销中，公司主要采取经销商销售模

式，使用自主品牌，通过各省市经销商覆盖区域内各级医疗机构。  

 3、主要产品及用途：   

（1）公司麻醉领域产品主要包括气管插管（含气管切开插管）、喉罩、双腔支气管插管、支

气管堵塞器等。   

气管插管类产品主要用于建立人工呼吸道，保障呼吸道通畅，达到机体氧的需求与二氧化碳

排泄的平衡，广泛应用于全身麻醉手术及心肺复苏抢救手术。   

（2）公司泌尿领域产品主要包括留置乳胶导尿管、留置硅胶导尿管、导尿包、尿袋、双 J 型

导管等。   

留置乳胶导尿管是以乳胶为主要原材料，主要用于对患者术中、术后留置导尿；留置硅胶导

尿管是以生物相容性好的医用级硅胶弹性体材料为主要原材料，主要用于对患者术中、术后中长

期留置导尿。   

（3）公司呼吸领域产品包括氧气面罩、氧浓度可调面罩、氧袋面罩、气管切开专用罩、医用

面罩式雾化器、咬嘴式雾化器、口/鼻咽通气道、吸痰管等，主要功能为与呼吸设备连接向患者输

送氧气等气体。   

（4）公司血透领域产品主要为血透管路，主要是和血液透析机相配套使用，用于血液透析治

疗。适用于急、慢性肾衰竭、急性药物或毒物中毒、难治性充血性心力衰竭与急性肺水肿的急救、

肝硬化顽固性腹水、肝功能衰竭及完全性阻塞性黄疽病人的术前准备、各种原因所致的稀释性低

钠血症或高钾血症等。  

 (5)公司其他领域主要产品为杨克连接管，用于手术时与吸引器连接，吸引和引流手术创面

的血液或体液，使手术视野清楚，减少污染机会。主要用于普通外科、心胸外科、泌尿外科、神

经外科、烧伤、整形科。  

 （二）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核心竞争力分析  

 1、行业发展状况  近年来全球医用导管行业市场规模稳定增长。据 CFDA 南方所统计，2008

年全球医用导管行业的市场销售总额为 145 亿美元，2012 年的销售总额近 226 亿美元；预计到

2016年，全球医用导管行业的销售总额可达 321 亿美元，五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达 9.17%。   

目前，我国医用导管行业快速发展，产业已初具规模。但受制于我国临床医学、材料学、仿



生学、生物工程、精密仪器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用导管行业仍

处于相对初级阶段。在企业规模、研发实力、产品质量和性能稳定性、品牌集中度和公司知名度

等方面与国际主要竞争对手仍有差距。医用导管属于基础性医疗器械产品，在诊断、治疗、监护、

急救、引流、灌流、气体输送、血液输送、康复中被广泛应用。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世界人

口平均寿命不断增长和老龄化趋势加剧，医用导管在现代医学诊疗和家庭护理中应用的范围将不

断扩大，重要性不断提升，行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2、行业的周期性、地域性、季节性   

（1）周期性  本行业没有明显的周期性。   

（2）区域性  医用导管消费区域分布与区域的医疗条件、人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从全球来

看，医用导管市场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并已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集中的地

区发展较快。从国内来看，我国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及内地大中城市为主要的消费区域。海外医

用导管生产企业主要分布于欧洲、美国、澳洲、日本、东南亚等区域；国内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

经济发达、医疗资源丰富的珠三角、长三角及环渤海湾地区等东部沿海地区。   

（3）季节性  医用导管是医疗机构的常规用品，产品消费无明显季节性。但由于受春节假期

等的影响，上半年营业收入会小于下半年，其中第一季度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重略低，第四季度

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重略高。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主要的医用导管制造商之一，产品销往全球 90多个国家或地区，包括欧美等发达

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市场，公司产品已覆盖中国大陆所有省份。报告期末，公司产品涵盖麻醉、

呼吸、泌尿和血液透析等四大领域，共 5 大类、70 多个品种、2600 多个规格，公司主要产品产

能和产量也较大，可以更好满足客户“一站式”采购要求，充分发挥销售渠道的协同效应。   

公司气管插管、留置导尿管及喉罩产品产量位居国内同类企业前列，在全球市场具有较高的

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并且均取得美国 FDA（510K）产品注册、欧盟 CE认证、日本 J-GMP认证等

主流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资质，已经成为全球医用导管市场特定产品的重要生产商，部分产品已

经逐步具备与国外主要竞争对手竞争的能力。随着公司资金实力和技术积累的提升，公司整体竞

争力将不断加强。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881,079,568.85 525,803,656.45 67.57 473,514,772.90 

营业收入 548,871,062.36 496,414,401.23 10.57 437,167,10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1,324,898.67 67,819,980.19 34.66 63,585,72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2,904,939.09 67,337,889.53 8.27 62,497,98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78,200,192.37 369,735,244.85 110.47 301,915,264.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1,466,123.34 107,343,451.31 -24.11 72,853,113.59 

期末总股本 200,000,000.00 75,000,000.00 166.67 75,00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45 6.67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45 6.67 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10 20.20 减少7.10个百分点 22.66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96,050,776.49 147,669,905.98 146,656,778.19 158,493,60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53,404.58 29,542,969.41 26,905,200.16 21,323,32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332,780.66 17,998,341.85 23,887,736.22 17,686,080.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62,131.56 907,787.89 19,731,458.19 46,464,745.70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5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86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高博投资（香港）有

限公司 

37,392,000 74,784,000 37.39 74,784,000 无   
境外法人 

广州松维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18,081,000 36,162,000 18.08 36,162,000 质押 4,489,680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广州纬岳贸易咨询有

限公司 

6,027,000 12,054,000 6.03 12,054,000 无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北京昆吾九鼎医药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5,625,000 11,250,000 5.63 11,250,000 无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浙江瑞瀛钛和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375,000 6,750,000 3.38 6,75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谨业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625,000 5,250,000 2.63 5,25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银华财富－宁波银行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 

3,390,518 3,390,518 1.70   无   
其他 



嘉盈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3,000,000 1.50 3,000,000 无   境外法人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期期 1 号

证券结构化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667,800 1,667,800 0.83   无   

其他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期期汇聚

1 号证券结构化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24,706 1,624,706 0.81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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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股份增减

变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国内外经济较为疲弱。国际市场方面，随着美国量宽结束，美元不断走强，许多国

家特别是中南美地区货币兑美元大幅贬值，以及中东等地区动荡、石油价格低迷等因素影响，国

际市场需求受到一定抑制；另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也有一定幅度的贬值，有利于出口。国内市

场方面，医疗改革不断深入，对医疗投入不断增加，市场继续呈现较快增长势头。 

2015年 3月，公司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巩固行业地位，为公司未来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司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目标，及时了解行业政策变化，通

过积极研发新品、优化工艺流程、全面梳理公司各产品线以明确重点及发展方向，积极拓展新市

场、平衡发展内外销业务等措施，实现了公司经营业绩持续稳定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887.1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0.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132.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4.66%。 

报告期内，公司年度经营情况如下： 

1、市场运营方面，公司建立健全全方位渠道体系，继以往年度国内市场渠道下沉精细化市场

管理取得良好收效后，2015年公司对国际市场业务也实施渠道下沉措施，对当地代理商进行详细

的产品及相应的临床过程培训，同时和代理商配合走访当地医院，推介产品，了解需求。公司除

参加国内外各主要商业性医疗器械展会外，还参加了多个国内外医疗领域专业会议，如美国麻醉

年会、美国泌尿年会、欧洲泌尿年会等，全方位推动公司产品及品牌影响力的构建。报告期内，

公司继续集中公司资源加强国内外重点市场的维护、新产品推广，加快空白市场的开发,公司新增

进入国内 30多家三甲医院，并逐步打开了以往较弱的东南亚等市场。 

 2、产品研发方面，在对泌尿外科和麻醉科的基础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进行完善的同时，新产

品开发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已有 6项新产品投入市场；7项新产品进入注册阶段，同时规划了 6

项新产品的开发；专利方面也成果显著，2015 年共申请专利 10 项，其中实用新型 6 项，发明 3

项，PCT 申请 1 项；授权专利 8 项，其中实用新型授权 6 项，发明专利授权 2 项；并购买了 1 项

实用新型专利。 

3、生产技术方面，继续推动管理+技术的优势，不断推进精益生产的管理模式，通过实施生

产过程数据化管理工作，使生产过程的数据趋势、量化分析更加清晰，从而降低生产浪费，降低

库存，降低生产周期等；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力量完成了乳胶留置导尿管、硅胶留置导尿管和气

管插管三大主要产品工艺及制造设备升级的方案研究及设计，2016年度将进行升级实施，为公司

制造能力及水平的升级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公司治理方面，公司上市后，持续加大规范管理力度，公司根据自身的经营情况和相关规

定，制订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等多项制

度，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建设，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进一步完

善三会规范运作。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无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包括公司及下属广州市广连福珠宝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维力医疗用品进

出口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沙工医疗器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海南维力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及上

海韦士泰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家子公司。   

本报告期财务报告较上年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并未发生变化。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向彬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