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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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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医疗 股票代码 30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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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则东 陈志昂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科技园区科苑路

2 号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科技园区科苑路

2 号 

电话 0574-65982386 0574-65982386 

电子信箱 zqb@nbdavid.com zqb@nbdav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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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15,097.86 127,744,734.28 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844,402.78 25,237,946.50 -2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3,838,407.03 18,064,825.63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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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063,902.02 -15,570,749.43 -35.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9 0.0876 -21.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9 0.0876 -2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7% 3.19%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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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677,489.69 885,847,788.64 -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6,637,427.09 792,713,024.31 -0.7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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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再宏 境内自然人 24.69% 71,108,200 53,331,150   

陈云勤 境内自然人 21.12% 60,820,000 0   

陈再慰 境内自然人 20.25% 58,320,000 43,740,000   

杜小萍 境内自然人 0.40% 1,146,301 0   

李则东 境内自然人 0.34% 972,000 729,000   

丁玥丞 境内自然人 0.33% 960,000 0   

蓝歆旻 境内自然人 0.31% 899,950 0   

俞永伟 境内自然人 0.30% 850,500 637,875   

谭红 境内自然人 0.19% 543,300 0   

庄月明 境内自然人 0.19% 538,97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陈云勤、陈再宏、陈再慰三人系父子关系，共同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他股东未知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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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杜小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46,301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46,301 股；2、公司股东蓝歆旻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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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95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99,950 股；3、公司股东谭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43,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43,3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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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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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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济环境下行，行业竞争加剧，为了更好地应对经济环境、行业环境

带来的挑战，公司管理层按照长期发展战略，紧密围绕公司年度经营目标，立足主营业务，坚持技术创新，积极响应顾客需

求，从研发、生产、销售到公司治理等多方面提升企业竞争力，使得公司的生产经营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781.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88%；营业成本为7,126.8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54%；

营业利润2,387.8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84.4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1.37%。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市场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继续加强营销团队建设，加大营销推广力度，规范营销推广方式，努力建立与

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并拓展国内外新的市场机会。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加了上海及美国、迪拜、印尼、巴西等多个国内外医

疗器械展会，并取得了良好的反馈效果。另外，以吻合器为主营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维尔凯迪，立足于高端，坚持“安全有效、

精益创新、保质求量”的质量方针，持续加大对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力度，不断研发出高品质的产品。近年来，凭借其可靠

的品质及优秀的服务，产品获得了终端市场的认可，逐渐进入了全国各大主流三甲医院及国际市场。报告期内，维尔凯迪不

断加强销售力度，持续提升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使得国内外市场获得进一步拓展。报告期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589.41

万元，同比增长11.06%，维尔凯迪实现营业收入1,584.7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79%。 

2、技术研发方面 

持续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增强研发队伍实力，继续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加强研发创新，丰富公司产品线，提升产品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获

得专利19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13项、外观专利3项，同时新增在研项目4项。此外，婴儿T-组合复苏器和一

次性使用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钉仓处于注册申请中，维尔凯迪产品一次性使用脐带剪断器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获得受理。截止

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共计获得注册证38项、有效专利122项，其中发明专利20项，实用新型专利73项，外观设计专利29

项，在研项目共计31项。 

3、人力资源方面 

人才是公司发展的核心因素，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公司一直以来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方针。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

大对人力资源建设和管理的力度。一方面，公司大力推动内部人才晋升机制和外部人才引进工作。另一方面，公司不断完善

内部培训机制，通过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培训体系对公司员工进行针对性的业务培训，以提高员工整体业务水平，提

升人力资源效率。报告期内，公司对员工的薪酬整体水平进行了调整，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为

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4、投资者管理方面 

公司严格按照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制度的规定，通过投资者热线、互动易平台回复、公司邮箱、网上业绩说明会等形式

与投资者保持沟通与交流。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召开了2018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开展了“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主题

活动，对互动易平台的投资者提问及时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认真遵循信息披露

的真实、准确、及时、完整，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加强了公司与投资者的交流，维护了公司公开和透明的良

好市场形象，切实保障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5、公司治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秉承“创新领先、保质求量、勤俭创业、和谐发展”的经营理念，继续严格按照《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运作，不断健

全公司内控制度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对照《公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要求对《公司章程》作了修改、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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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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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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按有关衔接规

定进行了处理，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

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境

内上市企业在2019年1月1日施行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执行上述变更后

的政策，未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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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了2019年中期的财务报表，并按照新报表格式追溯调整了2018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数据，相关

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

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元）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公司将“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项目分别计入“应

收票据”项目和“应收账

款”项目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7,692,116.88  7,653,814.8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692,116.88  7,653,814.83  

公司将“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项目分别计入“应

付票据”项目和“应付账

款”项目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7,836,015.63  45,832,938.1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7,836,015.63  45,832,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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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再宏 

2019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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