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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60                        证券简称：迈瑞医疗                   公告编号：2019-024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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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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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西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西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华声明：保证年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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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215,691,26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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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迈瑞医疗 股票代码 30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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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楣 张弛、唐诗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技南十

二路迈瑞大厦 1-4 层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技南十

二路迈瑞大厦 1-4 层 

传真 0755-26582680 转 88398 0755-26582680 转 88398 

电话 0755-81888398 0755-81888398 

电子信箱 ir@mindray.com ir@mindra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和产品介绍 

公司主要从事医疗器械的研发、制造、营销及服务，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致力于为全球医疗机构

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公司融合创新，紧贴临床需求，支持医疗机构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从而帮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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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改善医疗条件、降低医疗成本。历经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成为中国最大、全球领先的医疗器械以及

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总部设在中国深圳，在北美、欧洲、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超过 30 个国家设

有 39 家境外子公司；在国内设有 17 家子公司，超过 40 家分支机构，形成了庞大的全球化研发、营销及

服务网络。 

公司主要产品覆盖三大领域：生命信息与支持、体外诊断以及医学影像，拥有国内同行业中最全的产

品线，以安全、高效、易用的“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满足临床需求。目前，公司产品及解决方案已应用

于全球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市场，公司产品覆盖中国近 11 万家医疗机构和 99%以上的三甲医院，

包括全国知名的北京协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上海瑞金医院等。在国际市场，作为全球领先医

疗机构的长期伙伴，如梅奥诊所、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麻省总医院、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长期合作伙伴，

公司已赢得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医疗机构的广泛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行业发展情况 

（1）受益于需求端驱动，全球医疗器械行业持续稳定增长 

随着全球人口自然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长期来看全球范围内医疗

器械市场将持续增长。根据EvaluateMedTech预计，2017年全球医疗器械市场容量约为4,050亿美元，

2017-2024年全球医疗器械销售额平均增长5.6%，2024年将达到5,945亿美元。 

 （2）全球各地区医疗器械发展阶段各异 

从区域来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时间早，对医疗器械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

量要求较高，市场需求以产品升级换代为主，市场规模庞大，增长稳定。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是全

球最具潜力的医疗器械市场，产品普及需求与升级换代需求并存，近年来增长速度较快。 

（3）医疗器械部分子领域发展迅猛 

从具体领域来看，2017年前15大医疗器械种类销售额达3,418亿美元，合计市场规模占比为84.4%，预

计2024年可达5,018亿美元。其中，前三类医疗器械类别是体外诊断、心血管类和影像类，2017年全球市场

规模分别为527亿美元、470亿美元和397亿美元，到2024年市场规模预计将分别达到796亿美元、726亿美

元和510亿美元。 

 （4）我国医疗器械市场增长迅速 

我国是人口大国，医疗器械行业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伴随着经济的快

速发展，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增长迅速。根据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统计，2017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容量为

4,450亿元，同比增长2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长中枢为15-20%，远超全球增长。 

（5）影响行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未来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利好因素：①我国医改政策推动行业扩容；②政策支持

国产医疗器械；③人口老龄化导致全球医疗支出持续增长；④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医保全面覆盖增强

了医疗健康服务的支付能力； ⑤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有望在全球化趋势中获益。 

我国医疗器械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①国外市场准入壁垒；②我国医疗器械企业普遍规模小、竞

争力弱；③我国医疗器械企业研发资金投入不足；④医疗机构购买和使用国产医疗器械的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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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为1,375,335.75万元，为国内最大的医疗器械生产商。2018年8月，公司尚未成功

登陆A股资本市场，因此并未出现在Qmed根据标普旗下的S&P Capital IQ数据库列出的2018年度全球医疗

器械百强排行中。该排行以2017年销售收入为依据，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为1,117,379.54万元，按历史汇率

折算约为1,710百万美元，据此公司约为第43名。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强对国产医疗器械的扶持，并由国家卫健委委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实施了三批国

产医疗设备产品遴选。在2014年针对数字化X线机、彩色多普勒超声波诊断仪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3个类别

的第一批国产医疗设备产品遴选中，公司共有14种产品上榜；在2015年针对医用磁共振成像设备（MRI）、

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设备（CT）、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血液透析机、呼吸机、麻醉机和自动分药机7

个类别的第二批优秀国产医疗设备产品遴选中，公司共有17个型号的血细胞分析仪、3个型号的呼吸机和6

个型号的麻醉机入选；在2016年针对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DSA）、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全自动酶免仪、

心电图机、清洗消毒设备、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医用直线加速器、伽玛刀（γ-射线立体定向治

疗系统，头部）、心脏血管支架、骨科内固定耗材10个类别的第三批优秀国产医疗设备产品遴选中，公司

共4个型号的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1个型号的心电图机入选。 

在2019年3月24日公布的第五批优秀国产医疗设备产品目录中，公司共有4个型号的全自动尿液工作

站、5个型号的除颤仪、8个型号的腹腔镜、7个型号的注射泵、6个型号的输液泵、6个型号的便携式输液

泵以及2个型号的输注工作站入选。四批优秀国产医疗设备遴选凸显了国家对国产医疗器械国产化的扶持

力度，是对入选产品技术、质量及临床性能等的肯定，有望成为各级医院进行医疗设备采购时的重要参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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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3,357,469.00 11,173,795,364.00 23.09% 9,031,723,19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9,236,169.00 2,589,154,751.00 43.65% 1,600,457,01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90,674,343.00 2,580,053,097.00 43.05% 1,781,417,559.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34,585,376.00 3,300,366,919.00 22.25% 3,039,526,487.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34 2.37 40.93% 1.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34 2.37 40.93% 1.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16% 46.72% 减少 4.56 个百分点 27.6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1,627,385,716.00 14,438,439,027.00 49.79% 12,974,037,03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158,323,506.00 6,619,930,218.00 128.98% 4,519,808,7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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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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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6,282,868.00 3,572,105,369.00 3,471,421,648.00 3,473,547,58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7,191,051.00 1,064,499,262.00 1,024,948,414.00 822,597,44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7,646,404.00 1,064,141,990.00 1,003,667,059.00 845,218,89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2,599,002.00 1,072,304,249.00 946,646,861.00 1,583,035,2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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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6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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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co  

Develop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26.90% 327,072,335 327,072,335   

Magnifice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24.43% 296,951,000 296,951,000   

Ever Union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5.29% 64,364,042 64,364,042   

Glorex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4.49% 54,595,139 54,595,139   

珠海睿隆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9% 47,336,460 47,336,460   

珠海睿福投资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2% 45,197,207 45,197,207   

国寿成达（上海）健

康产业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2.57% 31,259,769 31,259,769   

珠海睿嘉投资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6% 25,074,470 25,074,470   

珠海睿享投资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1% 23,220,335 23,220,335   

珠海睿坤投资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21,881,819 21,88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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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Smartco Development Limited、Magnifice (HK) Limited、珠海睿隆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及珠海睿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李西廷作为有

限合伙人持有珠海睿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7.0429%的份额，作为有

限合伙人持有珠海睿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7.0380%的份额，并通过

Quiet Well Limited 间接持有 Smartco Development Limited 的 100%股权；（2）徐航

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珠海睿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2.7096%的份额，

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珠海睿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2.7060%的份额；

同时，徐航通过 Magnifice Limited 间接持有 Magnifice (HK) Limited 的 100%股权；

（3）成明和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珠海睿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2574%

的份额，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珠海睿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2560%的

份额，担任珠海睿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睿安咨询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执行董事；（4）吴昊持有珠海睿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普通合伙人睿恒咨询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33.3333%的股权，且担任睿恒咨询管

理（深圳）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持有珠海睿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睿安咨询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31.0333%的股权；（5）李西

廷与徐航互为一致行动人。2、Ever Union (HK) Limited、珠海睿嘉投资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珠海睿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睿坤投资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1）成明和控制 Ever Union (HK) Limited，并分别在珠海睿嘉

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睿祥咨询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珠

海睿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睿康咨询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中担任执行董事，并担任珠海睿坤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

睿茗咨询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的监事；（2）吴昊持有珠海睿嘉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睿祥咨询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31.0333%的股权、珠

海睿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睿康咨询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 31.0333%的股权。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及一致

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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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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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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公司来说意义重大，公司于2018年10月成功登陆深交所创业板，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公司

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公司以此次新股发行上市为契机，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整合公司

全球范围内的现有科研、技术、管理、销售等资源优势，进一步深化全球市场业务布局。同时，完善并拓

展公司在医疗器械行业的纵深布局，以生命信息与支持系列为基石，以体外诊断系列产品为推动力，以医

学影像系列产品为拓展，以微创外科等新兴领域为新的增长探索点，持续致力于进一步降低医疗成本和提

高研发创新能力，在保持公司产品性价比优势的基础上，积极面对国外竞争对手的挑战。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战略发展规划方向，稳步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积极发挥研发、技术、采购、制

造、质量、产品、市场、渠道、服务等多方面经营优势，不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产品结构中高端产品占

比增大，产品销量和收入均实现健康稳定增长，公司主营业务继续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75,335.7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09%；利润总额423,832.53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44.5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1,923.6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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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信息与支持类

产品 
5,224,136,112.00 3,432,658,080.00 65.71% 23.33% 23.69% 0.19% 

体外诊断类产品 4,625,639,072.00 2,965,821,336.00 64.12% 23.66% 19.93% -2.00% 

医学影像类产品 3,596,871,263.00 2,553,739,597.00 71.00% 22.55% 23.48% 0.54% 

注：此表的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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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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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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颁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其解

读，本集团已按照上述通知编制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i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1月1日 

    

本集团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

并计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应收账款 (1,422,512,002) (1,026,434,674) 

应收票据 (451,569) (25,096,38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422,963,571 1,051,531,056 

    

本集团将应收利息和其他应收款

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应收利息 (4,420,211) (2,991,830) 

其他应收款 4,420,211 2,991,830 

    

本集团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

并计入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应付账款 (969,969,035) (639,268,438)  

应付票据 (28,814,105) (41,813,62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98,783,140 681,082,067 

    

本集团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

他应付款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

目。 

应付利息 (6,725,977) (7,485,760) 

应付股利 - (2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6,725,977 207,485,760 

    

  2017年度  

本集团将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

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

目。 

研发费用 1,018,112,106  

管理费用 (1,018,112,106)  

  

ii．对公司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本公司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

并计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应收账款 (1,501,658,364) (652,769,396)  

应收票据 - (24,968,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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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01,658,364 677,738,300 

    

本公司将应收利息和其他应收款

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应收利息 (3,640,805) (1,608,972) 

其他应收款 3,640,805 1,608,972 

    

本公司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

并计入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应付账款 (1,020,451,122) (925,585,004)  

应付票据 (28,814,105) (41,813,62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49,265,227 967,398,633 

    

本公司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

他应付款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

目 

应付利息 - (2,466,366) 

应付股利 - (2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 202,466,366 

    

  2017年度  

本公司将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

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

目。 

研发费用 710,312,046  

管理费用 (710,31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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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