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309                                                  公司简称：维力医疗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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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宓现强 因公出差 陈庭立 

董事 潘晶 因公出差 韩广源 

 

4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

利 1.5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30,000,000元(含税)，公司 2016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本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维力医疗 60330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增勇 吴利芳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国贸大道南47号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国贸大道南47号 

电话 020-39945995 020-39945995 

电子信箱 visitor@welllead.com.cn visitor@welllead.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公司主要从事麻醉、泌尿、呼吸、血液透析等领域医用导管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产品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手术、治疗、急救和护理等医疗领域。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公司麻醉领域产品主要包括气管插管（含气管切开插管）、喉罩、双腔支气管插管、支

气管堵塞器等。 

气管插管类产品主要用于建立人工呼吸道，保障呼吸道通畅，达到机体氧的需求与二氧化碳

排泄的平衡，广泛应用于全身麻醉手术及心肺复苏抢救手术。 

（2）公司泌尿领域产品主要包括留置乳胶导尿管、留置硅胶导尿管、导尿包、尿袋、双 J 型

导管等。 

留置乳胶导尿管是以乳胶为主要原材料，主要用于对患者术中、术后留置导尿；留置硅胶导

尿管是以生物相容性好的医用级硅胶弹性体材料为主要原材料，主要用于对患者术中、术后中长

期留置导尿。 

（3）公司呼吸领域产品包括氧气面罩、氧浓度可调面罩、氧袋面罩、气管切开专用罩、医用

面罩式雾化器、咬嘴式雾化器、口/鼻咽通气道、吸痰管等，主要功能为与呼吸设备连接向患者输

送氧气等气体。 

（4）公司血透领域产品主要为血透管路，主要是和血液透析机相配套使用，用于血液透析治

疗。适用于急、慢性肾衰竭、急性药物或毒物中毒、难治性充血性心力衰竭与急性肺水肿的急救、

肝硬化顽固性腹水、肝功能衰竭及完全性阻塞性黄疽病人的术前准备、各种原因所致的稀释性低

钠血症或高钾血症等。 

(5) 公司引流类产品，主要用于手术时与吸引器连接，吸引和引流手术中或其他创面的血液

或体液，使手术视野清楚，排除创面积液，减少感染及污染机会。主要用于普通外科、心胸外科、

泌尿外科、神经外科、烧伤、整形科。 

（6）其他 

公司其他产品主要是护理、微创、公共附件等产品。 

3、经营模式：公司产品的销售包括三种类型：直接外销、间接外销和内销。 

直接外销、间接外销均通过经销商完成销售。直接外销指公司与国外经销商直接签定销售合

同，并且直接通过公司报关出口。间接外销指公司与国内经销商签定销售合同，国内经销商自行

报关出口。公司的外销多采取 OEM/ODM 方式进行销售，由于产品高风险性和各地严格的产品准

入制度，医疗器械产品必须满足出口地区严格的准入条件。 

在内销中，公司主要采取经销商销售模式，使用自主品牌，通过各省市经销商覆盖区域内各

级医疗机构。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972,683,047.57 881,079,568.85 10.40 525,803,656.45 

营业收入 515,419,906.15 548,871,062.36 -6.09 496,414,40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9,249,982.51 91,324,898.67 -13.22 67,819,98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2,164,163.78 72,904,939.09 -14.73 67,337,88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57,450,174.88 778,200,192.37 10.18 369,735,244.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5,348,015.41 81,466,123.34 4.77 107,343,451.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0 0.48 -16.67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0 0.48 -16.67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69 13.10 减少3.41个百分点 20.2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0,327,355.86 127,441,743.76 137,008,779.49 150,642,02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131,897.72 21,201,943.93 25,070,712.25 18,845,42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1,702,863.84 16,885,721.09 18,555,823.47 15,019,755.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013,387.09 13,541,774.85 8,973,793.40 51,819,060.0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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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2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52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高博投资（香

港）有限公司 

0 74,784,000 37.39 74,784,000 无 0 境外法人 

广州松维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0 36,162,000 18.08 36,162,000 质

押 

9,1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广州纬岳贸易

咨询有限公司 

0 12,054,000 6.03 12,054,000 质

押 

3,268,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嘉盈投资有限

公司 

-690,000 2,310,000 1.16 0 无 0 境外法人 

吉林日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日日昇一期 

1,382,100 1,382,100 0.69 0 无 0 未知 

吉林日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海虹一期 

1,334,000 1,334,000 0.67 0 无 0 未知 

吉林日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日昇三期 

1,053,700 1,053,700 0.53 0 无 0 未知 

吉林日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月恒一期 

868,900 868,900 0.43 0 无 0 未知 

李莲枝 652,200 652,2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吉林日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月恒二期 

643,200 643,200 0.32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注：高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 日将持有的公司 2000 万股未解禁限售股进行了

质押。详见 2017 年 3 月 7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2017-013）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1,542万元，同比下降 6.09%，完成年初经营计划的 85.97%；实现

营业利润 8,525.25 万元，同比下降 12.45%；实现利润总额 9,521.11万元，同比下降 5.35%，完

成年初经营计划的 92.41%；实现净利润 7,866.34 万元，同比下降 13.86%，完成年初经营计划的

89.8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合并期间 变更原因 

广州市广连福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至 2016年 7月 母公司吸收合并 

广东韦士泰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至 2016年 12月 新设成立 

（1）根据公司于 2016年 2月 2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吸收

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将广州市广连福珠宝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连福”）吸收合并，

原广连福予以注销。广连福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广连福已于 2016 年 7

月由公司吸收合并，原广连福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劳动合同等均由公司承继。广连福 2016

年 8月开始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公司于 2015年 11月 5日与广州华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作方”）签订《投

资合作框架协议》，拟设立一家医院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从事医院和血液净化中

心的投资、经营和管理等业务。新公司已于 2016年 3月 10 日成立，其名称为广东韦士泰医院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人民币，下同），公司投资 3000万元，持股 60%，合作

方投资 2000万元，持股 40%。新公司 2016年 3月开始纳入合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