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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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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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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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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6,088,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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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莱特  股票代码 30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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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永兴 李韵妮、李嘉旋 

办公地址 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创新一路 2 号 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创新一路 2 号 

传真 0756-3399903 0756-3399903 

电话 0756-3399909 0756-3399909 

电子信箱 ir@blt.com.cn ir@blt.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业务 

报告期内，围绕“在巩固医疗监护设备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和完善血液透析领域生态圈”的战略发展规划，公司积极采取

有效措施，通过持续的产品研发创新、准确市场定位、强化内部管理，使得各板块业务取得一定成绩。 

公司主营业务为医疗器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主要涵盖健康监测和肾科医疗两大业务板块：一是健康监测

板块为医疗监护设备及配套产品，主营产品为监护仪设备、心电图机、脉搏血氧仪、中央监护系统、可穿戴医疗产品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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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应用于家庭保健、社区医疗、普通病房、急诊室、高压氧舱、ICU、CCU、手术室等领域；二是肾科医疗板块为血液透析

产品，主要产品为血液透析设备（机）、血液透析器、血液透析粉/透析液、灌流机、血透管路、穿刺针、消毒液、透析用

制水设备、消毒系统、浓缩液集中配供液系统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急慢性肾功能衰竭领域的治疗。 

（二）公司商业模式 

公司销售以经销商买断式经销为主，终端销售为辅。在充分发挥经销商资源优势的同时，通过终端逐步建立并扩大品牌

影响力，从而降低市场成本，提升公司品牌效应。 

公司主要采用集中式采购，根据销售与生产计划，由经过筛选的少数优质供应商提供服务，易获得较大的价格折让与优

质服务。 

公司整体以订单生产为主，国内市场则公司会根据市场需求及过往销售情况保持相对合理的库存。 

（三）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地位 

医疗器械行业与人们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市场需求主要由人们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状态决定，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相

对较小，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经过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已初步建成了专业门类齐全、产业链条完善、产业基础雄厚的产业体系。

据《2017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显示，我国医疗器械行业正遵循着发达国家“重器械、轻药品”的发展路径快速

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医疗器械市场。到2020年，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年销售额预计将超过7000亿元，未来10年行

业发展速度将继续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幅，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处于黄金时代。 

2018年，是医疗器械改革持续深化的关键之年，深刻影响医疗器械行业未来商业市场的格局。延续宽严相济的思路，国

家先后颁布《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正案 （草案送审稿）》、《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条件和备案管理办法》、《医疗

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理办法》、《药品医疗器械境外检查管理规定》等政策，新修订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创

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发布实施以及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工作、“证照分离”等创新制度持续推进，进一步优化行业

资源配置，促进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国产医疗器械企业的崛起，国家颁布相关政策支持国产医

疗器械，地方政府在执行招标采购时也明确执行优先采购国产医疗器械，国内医疗器械企业将迎来发展良机。 

血液透析行业方面，据《2016中国血液透析市场状况蓝皮书》显示，我国目前有超过200万的尿毒症患者，随着人口老

龄化，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人数逐年增加，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未来，随着医保覆盖面扩大、大病医保报销比例和分级诊断

等医疗政策的深沉推行，新材料、新产品不断创新开发，新技术、新型透析模式逐步进入临床应用，终末期肾病患者多层次、

个性化的需求得到满足，将促使血液净化产品和服务市场需求逐步释放，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2018年，结合《关于印发血液透析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卫医发〔2016〕67号）》等相关政策规

定，各地政府在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基础上适度调整，陆续出台当地血液透析中心建设的相关制度，促使血液透析服务行业

快速发展。与此同时， “两票制”、医保控费等政策的持续落地执行，行业市场进一步得到规范，行业格局将面临重塑。 

由于在行业规划、政策扶持、政府采购等方面均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重视，血液净化行业保持稳增长趋势，兼具资金

和技术优势的国内外企业通过外延并购、战略合作等方式不断进入血液净化行业，血液净化产业链渗透与整合趋势逐步呈现，

行业竞争愈加激烈。 

经过多年在医疗器械领域深耕，公司已成为集研发、生产和销售医疗器械为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是监护仪产品

线最完善的公司之一。同时，公司通过内生式发展和外延式并购相结合的方式，整合行业内优质资源，构建“产品制造+渠道

建设+医疗服务+信息化管理”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使得公司在血液透析领域竞争中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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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813,385,394.18 711,472,879.23 14.32% 594,314,41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193,401.54 57,547,285.31 11.55% 67,143,47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547,863.54 49,979,381.84 11.14% 62,326,825.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207,347.99 73,344,091.99 10.72% 50,805,214.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94 0.3939 11.55% 0.45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94 0.3939 11.55% 0.45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2% 11.75% 0.27% 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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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18,154,930.63 800,223,983.68 14.74% 686,565,90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2,136,971.49 505,558,216.60 11.19% 464,451,946.9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5,181,134.67 203,759,654.95 207,955,538.89 216,489,06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30,468.14 15,222,022.17 15,781,893.18 14,359,01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217,134.42 12,807,129.32 12,075,449.64 13,448,15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72,721.88 15,747,988.09 3,342,334.07 70,989,747.7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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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62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48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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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金元 境内自然人 33.53% 48,979,600 36,734,700 质押 36,190,771 

王石 境内自然人 2.97% 4,331,52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83% 4,134,500 0   

燕传平 境内自然人 1.46% 2,132,580 1,599,435   

胡海平 境内自然人 0.91% 1,331,136 0   

周国军 境内自然人 0.86% 1,253,300 0   

杨禾丹 境内自然人 0.59% 856,000 0   

叶琳 境内自然人 0.55% 800,000 0   

刘伟 境内自然人 0.40% 585,000 0   

张华 境内自然人 0.32% 471,1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燕金元先生和王石女士为夫妻关系，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除燕传平先生、周国

军先生在公司任职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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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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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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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业 

2018年，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超过预期、经济下行压

力增大的国内外严峻宏观经济形势及国内医疗器械市场竞争加剧，公司坚持践行既定发展战略，在争取公司监护产品技术领

先、市场占有率靠前、收入稳中有升的前提下，持续通过全产业链建设、专业化经营、精细化管理等方式，不遗余力强化核

心竞争力，集中精力提升产品品质，齐心协力谋取更好发展，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338.54万元，同比增长14.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419.34万元，同

比增长11.55%，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91,815.49万元，较期初增长14.7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56,213.70万元，较

期初增长11.19%。 

（一）持续完善血液透析产业链布局 

随着销售规模的扩大，公司控股子公司柯瑞迪原有生产基地产能已无法满足需求，为进一步扩大华中地区的市场布局，

柯瑞迪开始筹建新的生产基地。报告期内，柯瑞迪完成新基地建设，并完成新老基地的交接。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走出去，带回来”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全资子公司德国宝莱特完成了工厂选址、土地购买、一

期生产基地建设、生产设备选购及安装调试、人才招聘等工作，德国宝莱特进入试生产阶段。为保证产品品质达到优级品，

试生产运行尚需一定时间，后续将根据试生产阶段成果，逐步进入小批量生产及大批量生产阶段。同时，公司将积极推进相

关注册证的申请。 

报告期内，为了加强渠道建设，提升决策及营运效率，更好的适应并发挥“两票制”的促进作用，公司收购深圳宝原49%

少数股东股权，促进公司打造平台型渠道商来整合和拓展市场和业务。 

（二）加强研发创新，完善研发体系建设 

2018年，公司按照战略发展要求有序地推进产品的自主研发及品质升级。健康监测方面，公司持续对监护类产品的功能

及品质进行完善升级，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全方面的监测功能；肾科医疗方面，公司开展血液净化领域相关设备的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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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利于开发高端血液透析设备（机）。同时，根据发展战略，公司有序开展透析粉液、透析器等产品的研发与注册。 

知识产权方面，2018年，公司及子公司新增专利30项，其中实用新型25项，发明专利5项，新增软件著作权11项，新增

商标5项，新增《医疗器械注册证》3项。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授权的发明专利25项、实用新型144项、

外观设计32项、国际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87项，商标90项。 

资质方面，2018年4月9日，公司收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颁发2017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的通报》（粤府[2018]0105

号），公司获得由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2017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证书，这是政府对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和产

业化成果的肯定，是公司研发创新战略的实施结果。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子公司恒信生物、挚信鸿达、常州华岳及

武汉启诚均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公司自主研发的Q系列多参数监护仪、A系列多

参数监护仪、心电图、透析机、母胎监护仪、生命体征检测仪、无线体温检测系统均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产品认证方面，2018年4月，公司完成Haemodialysis Equipment（D30 血液透析设备（机））的 CE 认证并取得了国际

认证机构 TüV 颁发的 CE 认证证书，D30血液透析设备（机）具备欧盟市场的准入条件，可以在欧盟及相关海外市场销售，

将有力推动公司产品在海外相关市场的推广和销售。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具有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医疗器械生产和经

营许可证，国内在销产品均取得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共43

项，外销主导产品均通过了欧盟CE认证、美国FDA510(k)许可、美国NRTL产品认证和加拿大产品许可证书等。 

（三）完善公司管理机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公司制度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年修订)》、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各项制度规范运作，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信息披露制度》、《总裁工作细则》、《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对外担保制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共12项制度进行修订完善。 

子公司管理方面，随着公司旗下子公司的数量增多，对于管理融合与管理输出显得尤为重要。结合公司总体战略规划，

公司制订了《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对控股子公司的治理结构、人事、财务、经营及投资决策、信息披露与报告等方面进

行了规定与规范。此外，公司全面推进质量管理，提升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在公司总体目标框架下，控股子公司独立自主、

合法有效的经营，并接受公司的监督管理。 

企业文化建设方面，2018年是公司成立25周年纪念日，公司相继推出文化、体育运动等系列活动，同时举办了“感恩同

行廿五载 · 携手共创新时代”的感恩答谢会，展示了宝莱特员工奋发进取、团结协作的精神面貌，和超强的集体荣誉感，显

著提升了企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监护仪产品 234,525,796.69 108,494,432.45 46.26% 15.70% 15.25% -0.18% 

血透产品 571,907,068.02 190,415,367.84 33.29% 16.18% 13.62% -0.7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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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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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

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于2017

年12 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同时废止。公司将按照《修订通

知》的规定和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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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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