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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3                     证券简称：爱朋医疗                   公告编号：2019-048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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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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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朋医疗 股票代码 30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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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飞 叶俞飞 

办公地址 江苏省如东县经济开发区永通大道东侧 江苏省如东县经济开发区永通大道东侧 

电话 0513-80158003 0513-80158003 

电子信箱 apon@apon.com.cn apon_zq@ap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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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271,532.03 131,661,146.69 2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212,789.06 33,287,292.64 2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7,839,767.17 31,503,950.33 2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861,207.96 34,265,033.01 -53.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55 -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55 -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0% 11.54%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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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902,207.94 687,955,326.39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3,750,744.22 604,857,955.16 1.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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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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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凝宇 境内自然人 36.15% 29,210,135 29,210,135 质押 5,000,000 

张智慧 境内自然人 14.20% 11,475,595 11,475,595   

上海盛宇黑科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3.75% 3,030,000 3,030,000   

张乃之 境内自然人 2.70% 2,180,876 2,180,876   

尹学志 境内自然人 2.60% 2,101,373 2,101,373   

叶建立 境内自然人 2.06% 1,661,659 1,661,659   

孙祖伟 境内自然人 1.75% 1,411,597 1,411,597   

南通朋众股权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1.74% 1,408,022 1,408,022   

江苏鱼跃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 1,212,000 1,212,000   

上海国鸿智言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48% 1,198,657 1,198,6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令第 35 号）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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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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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927.1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57%；归属于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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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的净利润4,121.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

3,783.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11%。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战略发展方向，稳步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积极发挥研发、生产、

销售等各方面经营优势，两大类主要产品营业收入皆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具体情况如下： 

（一）销售情况 

公司疼痛管理领域用医疗器械主要产品为微电脑注药泵、一次性注药泵、无线镇痛管理

系统、脉搏血氧仪及传感器等，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1,761.8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0.47%。

随着医疗改革不断深化以及快速康复外科（EARS）理念持续普及，医院有使用国产优质高性

价比医疗器械替代进口产品的意愿，医生及病人有提升治疗效果、缩短住院时间的意愿，受

益于此公司的疼痛管理产品销售收入持续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公司疼痛管理产品主要采用经

销模式，报告期内积极开发新的合作经销商及终端医院，实现期末新增经销商66家、新增终

端医院115家。 

公司鼻腔护理领域产品主要为鼻腔护理喷雾器、“小诺”海盐水鼻腔护理喷雾、敏伴复合

益生菌粉固体饮料，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335.4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6.76%。公司拥有

完善的鼻腔护理器产品线以满足不同人群对鼻腔护理的需求，上年度新推出的高渗缓冲海水

鼻腔护理喷雾器、弱酸性缓冲生理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进一步满足了鼻炎患者、婴幼儿群体

的鼻腔护理需求，报告期内相应产品销售量快速增长，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潜力。公司的鼻

腔护理产品由子公司诺斯清负责销售，诺斯清建立有立体的销售渠道及相匹配的专业销售团

队，通过经销、直销等销售模式将产品覆盖至医院、院外药房、零售药店、互联网销售平台

等多类型销售终端；为进一步丰富鼻腔护理产品线，满足不同人群鼻腔护理需求，公司推出

了“小诺”海盐水鼻腔护理喷雾和敏伴复合益生菌粉固体饮料，报告期内公司针对系列产品

作出了营销布局和市场推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公司经过客户群体分析，结合鼻腔护理产

品特点，在报告期内加大了网络销售平台的营销力度，在天猫、京东等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

直营店销售额皆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成为公司鼻腔护理产品销售的生力军。 

（二）学术推广情况 

公司不断深挖产品学术价值、坚持学术推广，以学术驱动扩大公司业务影响范围，树立

良好品牌形象。报告期内公司参与了多场国内麻醉、鼻腔领域大型学术会议，主办了“全国

爱鼻日”活动；独家承办了“分娩镇痛规范化管理及产房危机事件处理模拟训练营”；参加了

“第51届产科麻醉与围产医学年会”、“中国国际医疗器械春季博览会”等活动。公司成功当选

了中国医疗器械行业麻醉与围术期医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系列学术活动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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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到提高医生、专家学者对公司产品认知度和认可度，掌握临床实际需求，了解国际前沿

医疗技术的目的。公司还积极组织学术推广会议为医护人员、经销商提供产品知识支撑，定

期对销售人员开展产品学术知识培训讲座，以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临床的使用效能，增强经

销商和销售人员的营销服务能力，丰富产品的附加价值。 

（三）研发情况 

公司一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坚持立足于细分领域研发和技术领先地位。报告期

内，公司继续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投入研发费用1,078.65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7.01%，占

营业收入6.37%。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重点研发项目进展如下： 

序号 在研项目 创新点 期初进度 目前进度 研发方式 研发主体 

1 

智能化、

信息化精

确给药装

置 

1）组件自主识别，提高装置使用有效性和安全

性，有效避免医疗意外发生； 

2）产品模块化，结构更稳定，一致性耐久性更

好； 

3）设备高频次自主内检，提高设备运行安全性； 

4）提高网络通讯安全等级，支持通过安全网络

通道远程监控设备运行功能。 

设计完成，样机制作，设

计更新，样机测试；完善

设计开发文档。 

样机测试数据分析，查

找问题或缺陷，优化、

完善设计方案。 

自主研发 爱朋医疗 

2 

医用蠕动

泵核心主

材研究 

1）核心主材弹性提高100%； 

2）核心主材多配方，以满足不同功能医用需求，

如化疗药物； 

3）核心主材挤塑一致性提高100%； 

挤塑工艺提升。 

设计开发的前期，已完成

设计输入，正在开展样品

试制工作。 

通过物理性能测试，致

敏、皮内刺激、急性全

身毒性、溶血生物学测

试通过。 

自主研发 爱朋医疗 

3 

信息系统

间共享服

务平台 

公司多套信息系统软件由于预期应用场景不

同，各系统在设计开发时相对独立，数据没有

相互共享；如果在同一医疗机构使用时，医护

人员需要登录多个系统才能看到全部信息，给

临床工作带来不便。本项目尝试通过技术方案，

重点针对公司几套信息化系统软件，研究一种

规范化的平台工具，实现各系统之间信息的无

缝连接；可以有效提高临床监护信息反馈的实

时性和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 软著申请材料已提交。 自主研发 爱朋医疗 

4 

智能化、

信息化脉

冲给药装

置 

1）智能化、信息化，通过网络实现超视距管理； 

2）管理数据及时更新； 

3）可实现脉冲式给药，给药方案由医生视患者

个体差异而确定； 

4）更精确、更微量。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生产

工艺建立和完善，产品送

检进入注册流程。 

产品已进入注册检验阶

段，定制临床方案。 
自主研发 爱朋医疗 

5 
鼻腔冲洗

器 

针对1）鼻腔、鼻窦疾病的有效冲洗； 

2）独特独特瓶体和冲洗头设计，增加产品亲和

度和检验感； 

3）使用、携带方便，安全、卫生； 

配套泡腾片式盐包。 

设计开发完成，样品完成，

样品测试准备。 

专利申请进入实质性审

核阶段。 
自主研发 爱朋医疗 

6 

术后镇痛

中央监护

管理系统
2.0 

1）系统1.0版升级产品； 

2）进一步提高信息收集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 

3）进一步增强临床疼痛管理和治疗的辅助功

能，有效降低医护人员的工作量； 

4）大数据平台。 

注册送检阶段。 产品送检。 自主研发 爱朋医疗 

7 

新型微电

脑电动注

药泵

（DDB

1）微电脑电动注药泵DDB-Ⅰ-B升级换代产品； 

2）主要针对化疗药物输注； 

3）兼顾其他临床需求。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生产

工艺完善，第三方注册产

品检测进行中。 

设计开发的后期，注册

检测完成，注册资料补

正提交。 

自主研发 爱普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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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8 

便携式电

动注药泵

（DZB

型） 

1）良好的外观设计，更好的产品亲和度； 

2）更高的给药精度； 

3）携带方便、操作简捷； 

4）临床应用范围细化；如镇痛、化疗、ICU病

房、儿科、神经科、心血管科、医疗科研等领

域。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生产

工艺完善，第三方注册产

品检测进行中。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生

产工艺完善，第三方注

册产品检测。 

自主研发 爱普科学 

9 

微电脑电

动注药泵

升级

（DDB

型） 

1）微电脑电动注药泵DDB-I-A升级换代； 

2）产品一致性和稳定性大幅提高； 

3）符合监管新规定； 

4）生产成本降低。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生产

工艺完善，第三方注册产

品检测进行中。 

设计开发的后期，注册

检测完成，注册提交资

料正在完善中。 

自主研发 爱普科学 

10 

电磁干扰

对产品质

量影响及

微电脑注

药泵抗电

磁干扰研

究 

1）深入研究各类电磁干扰对微电脑注药泵生产

及运行的影响； 

2）积累相应数据，分析数据，形成结论； 

3）提高公司产品抗电磁干扰的能力，提高产品

精度和安全性。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生产

工艺完善，第三方注册产

品检测进行中。 

设计开发的后期，已取

得第三方注册检验合格

报告，注册资料审评中。 

自主研发 爱普科学 

11 

微电脑注

药泵管理

系统的研

究 

1）多网络技术融合； 

2）系统针对性强； 

3）数据传输安全性、完整性好。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注

册检验前资料准备中。 
自主研发 爱普科学 

12 

可穿戴式

心律监测

及呼吸等

信号分析

系统 

1）设备可穿戴，且不影响正常活动； 

2）监测数据准确性高； 

3）系统管理方便，数据收集、处理和应用方便。 
设计开发完成，样机测试，

注册过程中。 
外观及模具设计中。 自主研发 贝瑞电子 

13 

哮喘及

COPD病

人的个性

化生物反

馈治疗系

统 

1）产品应用针对性强； 

2）设备采集数据准确性高； 

3）数据收集、处理和管理实现系统自动完成。 设计开发完成，样机测试，

注册过程中。 

样机测试数据分析，优

化、完善设计方案。 
自主研发 贝瑞电子 

14 

多通道头

戴式儿童

脑血氧监

测系统 

1）产品完全针对儿童血氧监测需求而设计开

发，针对性强； 

2）设备操作便捷，准确性高； 

3）设备与软件配合，实现数据收集、处理、监

测众多功能一体化。 

样品完成，生产工艺优化，

注册过程中。 

样机测试数据分析，优

化、完善设计方案。 
自主研发 贝瑞电子 

15 
BM2000-

高原宝 

针对高原地区的血氧饱和度监测产品。 产品测试完成，生产工艺

设计完成，小批量试产。 
临床样品试用中。 自主研发 贝瑞电子 

（四）生产情况 

公司一直秉持“产品质量就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的信念，建立了覆盖研发、采购、生

产、流通到售后等各个环节的全程质量管控体系，坚持严格遵守体系要求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原材料品质管控，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增加自动化生产设备，提高生

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稳定性。重点针对驱动装置精度，输液装置精度、无菌水平、有效成

分含量、PH值等重要产品部件或重要生产节点，科学质量管控，严守质量界线，确保实现产

品合格出库。 

（五）人力资源及文化建设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员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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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人数 

  2019年上半年末 2018年末 

员工总数 669 653 

教育程度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0 17 

本科及大专学历 362 342 

大专以下学历 287 294 

合计 669 653 

专业构成 

生产人员 250 244 

销售人员 160 143 

技术人员 123 104 

财务人员 24 24 

行政人员 112 138 

合计 669 653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实施“人力资源优先”战略，进一步优化员工队伍，提升人力资源整

体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大专学历以上员工占比57.10%，较上年末提高2.12个百分点；报告期

内公司销售人员占比23.92%，较上年末提高2.02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公司技术人员占比达到

18.38%，较上年末提高2.4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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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

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 号）文件，变更财务报表格式。 

2019 年 8 月 14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单位：元  

变更前项目名称及期初金额（合并口径） 变更后项目名称及期初金额（合并口径） 备注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7,566,849.10 
应收票据 5,574,001.82   

应收账款 41,992,8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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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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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凝宇 

2019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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