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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6                 证券简称：理邦仪器              公告编号：2019-056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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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对本报告内容无异议。  

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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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邦仪器 股票代码 3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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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幼冬 刘思辰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金辉路
15 号 

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金辉路
15 号 

电话 0755-26851437 0755-26851437 

电子信箱 IR@edan.com.cn IR@ed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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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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026,576.93 487,841,098.34 1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2,585,503.02 63,371,052.69 3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9,154,306.34 39,126,815.76 76.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508,275.80 35,303,712.75 108.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15 0.1083 3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15 0.1083 30.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7% 4.97%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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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929,238.63 1,441,615,451.63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52,420,720.60 1,245,687,462.21 0.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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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浩 境内自然人 20.86% 122,038,160 91,528,620 质押 31,500,000 

祖幼冬 境内自然人 17.11% 100,104,140 75,078,105   

谢锡城 境内自然人 17.02% 99,569,408 74,677,056 质押 13,76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理邦仪

器 1 号员工持股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2.06% 12,026,466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投瑞

银医疗保健行业
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8% 6,930,467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国
投瑞银创新医疗

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5% 4,370,504 0   

段武杰 境内自然人 0.59% 3,424,900 0   

孙楚根 境内自然人 0.56% 3,289,700 0   

深圳市理邦精密
仪器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6% 3,278,1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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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 

董敏 境内自然人 0.51% 2,96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段武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24,90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424,900 股。2、公

司股东董敏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6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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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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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创新性、平台型、国际化”的发展规划，稳步推

进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推动主营业务稳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医药行业环

境的变化，强化内部管理，优化组织结构、持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推进企业文化建

设，持续提升产品的品牌形象和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截止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44,392.9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25,242.07万元。

公司资产质量良好，财务状况稳健。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为54,302.6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11.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258.5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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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陆续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

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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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

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2.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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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

表，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 号要求编制执

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财务报表将按照上述文件的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

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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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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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主体共计 17 家，新增一家。本年度通过非同一控制合并增加一家子公

司“深圳理邦诊断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5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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