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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9                           证券简称：福瑞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1 

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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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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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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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瑞股份 股票代码 3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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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欣 孙秀珍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 16 号琨莎中心 2 座 7

层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 16 号琨莎中心 2 座 7

层 

电话 010-84683855 010-84683855 

电子信箱 dshbgs@fu-rui.com dshbgs@fu-r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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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1,868,230.13 352,874,345.95 1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621,101.35 43,576,341.39 -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0,999,689.14 42,898,637.65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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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772,348.21 69,586,617.86 -57.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7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8% 3.20%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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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0,983,076.35 2,406,635,582.65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6,100,454.04 1,462,369,062.35 4.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9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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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冠一 境内自然人 11.31% 29,754,138 22,315,603   

中国国投高新产

业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9.18% 24,160,000    

新余福创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4% 15,886,000 6,844,88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兴

全社会责任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1% 12,378,023    

李北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6% 8,569,952  质押 5,567,200 

胡惠雯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1% 8,450,432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五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3,886,893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5% 3,818,100    

杨月 境内自然人 1.12% 2,958,984    

霍跃庭 境内自然人 1.12% 2,950,770 2,213,0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王冠一、李北红、霍跃庭为一致行动人，王冠一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股东新

余福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王冠一先生控制的公司，王冠一先生持有其 57.45%的股权；

除上述股东之间具有关联关系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票非融资融券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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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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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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医疗器械业 

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 “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规划明确了逐步完

善分级诊疗政策体系，实施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全流程改革，理顺药品价格，保障药品价

格合理、供应充分的目标。报告期内，公司紧跟医疗改革步伐，围绕既定的发展战略，通过

整合全线的肝病治疗药品、创新的科技诊断设备以及先进的慢病管理体系等优势资源进一步

开展与医院的深度合作，打造慢病管理医疗服务平台，持续研发并推广满足不同市场需求诊

断肝病产品，丰富药品销售模式，控制企业生产成本，为肝病以及其它慢性疾病患者提供全

面的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11,868,230.1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2%，其中诊断仪

器及技术实现收入235,874,823.9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9.31%。主要原因为诊断设备Fibroscan

销售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68,288,149.6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98% ，实现利润总额

65,327,530.1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14% 实现净利润51,767,413.6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

销售收入的增长带动相关利润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营业总成本346,913,591.0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70%，其中管理费

用131,075,895.4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86%，主要原因本期确认了法国子公司IPO相关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持续投入，共计发生研发费用 2,956.43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7.18  %；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43,098.31万元，同比增长1.01%，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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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权益为152,610.05万元，同比增长4.36%。 

本报告期内，公司的药品销售收入由于药品二次议价及销售模式的转变有所下降，诊断

仪器Fibroscan的销售收入保持快速增长，医疗服务业务收入增长较快，但基数相对较低，整

体贡献不大。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版（财会〔2017〕15 号）要求，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立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分别为：北京福瑞云健康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石家庄福瑞云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沈阳冠瑞保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南京福瑞

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烟台爱肝一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瑞医必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共计六家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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