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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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有关内容敬请查阅第四

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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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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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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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5 元（含税）。本年度不实施包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红股在

内的其他形式的分配。 

该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迈得医疗 688310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姓名 林栋 

办公地址 浙江省玉环市滨港工业城天佑路3号 

电话 0576-87356888 

电子信箱 zq@maiderch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专注于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的智能装备主要用以组装安全输注类

和血液净化类医用耗材。医用耗材一般包含很多零部件，公司的装备主要用以自动化装配、检测

该等零部件以及部分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耗材成品或半成品。公司的主要产

品包括安全输注类、血液净化类两大类设备。 

安全输注类设备主要用于留置针、胰岛素针、采血针、导尿管、输液器、中心静脉导管等医

用耗材的组装及检测等环节。该类耗材由于柔软、形状和结构复杂、材质多样等特点，长期以来

以人工组装、人工检测为主。公司的智能装备实现了自动化组装，系统提升了耗材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解决了我国高端装备依赖进口的问题。 

血液净化类设备主要用于血液透析器及透析管路的组装以及透析器核心部件中空纤维膜的制

造等。公司的血液净化类设备攻克了透析器全自动封装组装技术难题，打破进口垄断，实现装备

的国产化制造。 

作为进口替代设备生产制造商，公司经过多年的积累，已为下游大量知名的医用耗材生产商

提供了数量众多、性能优良的智能装备，帮助客户解决了众多自动化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例如公

司为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Z.300453）研制了第一台国产留置针全自动组装机和第一

台国产透析器自动生产线、为泰尔茂研制了第一台 SP 导液导管（Y 型）接头自动组装机和第一

台国产化女用导尿管组装机，为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SH.603987)等提供大部分输注类自动化组装设备。 

在装备自动化技术基础上，公司依托浙江省迈得医疗智造重点企业研究院，进一步研发智能



化控制系统技术，成功开发 GMP 数据管理平台，实现设备互联、数据分析。2019 年，在此基础

上，公司通过子公司慧科智能进一步开拓定智能控制化系统软件市场，定制化软件业务实现了一

定的收入增长。未来通过进一步布局定制化软件业务与公司现有智能装备业务形成有机生态，为

打造数字化车间和实现智能生产夯实基础。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资材中心下设 PMC 部门和采购部门，分别负责原材料采购计划的制定与执行。PMC 部

门根据技术中心提供的设备生产物料清单核对库存状况，确定物料采购计划，并根据生产计划填

制采购申请单，由采购部门进行采购作业，此外对于部分标准件，公司为降低采购均价或缩短交

期，会采用集中采购的方式下单。采购部门接到 PMC 部门的物料需求或其它部门的《请购单》

后，查找并选择合适的多家供应商资源进行需求沟通。公司建立了供应商考核制度，从多个方面

对供应商进行季度考核，实行优胜劣汰。在采购过程中，采购员对供应商进行跟进和管理，随时

掌握订单进度状况。 

公司标准件全部采用外购方式，主要非标零配件采用自制加工、定制采购、外协加工相结合

的方式，其中，自制加工部件主要包括具有较高技术要求并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零部件；

定制采购件是指公司根据设备结构要求自主设计图纸，并明确所需部件的规格、样式和技术要求，

供应商根据公司提供的图纸和要求生产、加工定制的部件；外协加工是指公司将部分部件的机加

工的表面处理和热处理工序，如氧化、抛光、精密线切割等非关键工序交由专业化的外协单位实

现。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订单式生产和适度预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公司在销售环节会与客户确定设备的

技术方案，因此，公司产品的生产主要采取的是以销定产的订单式生产模式，产品的设计、原材

料采购、装配生产等大部分均有相应的合同订单为基础。对于技术方案已经成型，客户已经启动

合同流程审批程序但尚未签订合同的订单，公司亦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度的预生产。 

公司采用生产任务单的方式有序组织生产，保证人员安排、原材料采购等达到生产的需要，

从而保证产品质量和交期。公司的资材中心负责生产计划的制定。营销中心在与客户谈妥技术方

案后，通知资材中心制定生产任务单，并通知各个职能部门。生产任务单对设计环节、零件加工



环节、装配调试环节等时间节点作出规定。技术中心根据生产任务单的时间要求提供零件图纸、

工艺流程图、装配图纸及装配指导书等；制造中心根据生产任务单的要求安排零件加工、钳电、

调试等环节的生产人员和工时。此外，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会邀请客户相关人员到公司进行互动交

流与培训，使公司生产出的智能装备能切实达到客户生产要求，也便于客户掌握对智能装备的生

产操作。 

3、销售模式 

公司目前的主要销售方式为直销。下游客户对智能装备的性能、精度等具有特定的要求，需

要与其产品的生产工艺精准的衔接，因而下游客户一般直接与公司接触，沟通和交流智能装备的

设计生产方案。2019 年，公司没有通过贸易商对外销售。 

公司的营销中心负责客户新订单的接洽及售后维护服务。营销中心通过参加国内外相关展会、

现有客户业务维护与拓展、电子营销等手段获取客户需求信息。营销人员先就客户的医用耗材成

品质量要求、生产工艺、技术要求，以及产能要求等信息与客户进行沟通与了解，并将上述客户

需求转化为方案任务书。然后，营销中心就方案任务书中的要求与公司技术中心进行共同评审，

评估是否具备研发及生产的可行性。若可行，则由技术中心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产品设计方案，

包括整体布局、硬件配置等，再由营销中心就产品设计方案与客户进行进一步的沟通，确定技术

方案的细节和销售价格，并最终拟定销售合同。 

在售后服务方面，营销中心负责定期安排人员进行回访或电话回访，及时了解客户设备使用

情况。在收到客户报修信息时，营销中心售后人员为客户提供初步信息反馈，在需要检修的情况

下协调公司技术人员到客户现场检查。客户问题解决后，公司将提供相关服务反馈表格供客户提

出反馈意见，持续提高公司售后服务质量。同时，公司通过售后回访，及时了解客户设备升级改

造的需求，掌握市场动向。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行业的发展阶段和基本特点 

当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对医疗健康关注度的提高，我国医用耗材的质量要求随之提高，

政府对医用耗材生产过程的监管也日益趋严；同时在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医用耗材用量逐渐增大

的情况下，国内医用耗材生产企业开始面临“招工难”的困境。在上述背景下，国内医用耗材生产



企业对智能化生产设备的需求不断提高，这一方面为智能装备生产企业提供了发展的市场基础，

另一方面也促使医用耗材生产企业主动与设备生产企业进行技术交流，推动医用耗材智能装备有

针对性的技术研发和智能化升级，促进了医用耗材智能装备行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但是，尽管发展多年，目前我国医用耗材制造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还处于起步阶段，正逐步由

人工过渡到单机设备、连线机设备，全自动化生产线则较少应用，智能工厂则是未来技术升级的

方向，一些大型企业率先进行自动化改造，并逐步倒逼中小企业跟随。 

下游医用耗材行业呈现以下基本特点和发展机遇对医用耗材智能设备有促进发展作用：①随

着全球尤其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医疗支出将持续增长，我国医用耗材行业预计将保持

快速增长；②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医保全面覆盖不断增强，将进一步扩大医疗健康服务

领域对医用耗材的需求；③国内快速推进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并不断发布医改政策，为医用耗材智

能制造装备行业带来发展机遇；④优秀国产医用耗材企业不断出现，国家鼓励高端医用耗材国产

化，推动高端医用耗材产品进口替代；⑤近几年来，随着部分优秀的国产医用耗材品牌在国际市

场被逐步认可，以及其国际市场化布局的加深，优质国产医用耗材有望在全球医用耗材产业中进

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1.2 行业的主要技术门槛 

医用耗材智能装备技术含量高，其生产不仅涉及机械设计、工艺加工、装配、调试，还涉及

控制程序编写、模块化设计制造、系统集成技术，尤其是需要对医用耗材基础物料生产过程等其

他工艺特点具有较深的认识和理解，产品设计、加工、装配、安装、调试的专业性较强，行业内

企业需要具备医用耗材生产技术和自动化智能技术复合背景。 

医用耗材智能设备属于非标设备，行业内企业往往需要根据下游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定制

化生产。由于不同的客户自身的技术参数要求、工艺、质 量、生产场地、经营规模、配套设备等

多方面存在较大的区别，其对本行业产品的要求不同，生产企业根据其个性化需求进行订单化生

产，以达到设备和客户经营现状的最佳匹配。通过定制化生产，下游客户能获得与之经营相匹配

的设备，实现经营效益最大化。 

医用耗材智能设备行业技术更新速度较快，新的自动化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耗材生产工

艺、材料更新以及医用耗材产品的多样性及升级换代等均有可能导致行业设备技术的更新，从而

需要智能设备企业具备持续的研发创新能力，加快技术的更新速度。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是国内较早开始研制生产医用耗材智能装备的企业之一，被认定为浙江省“隐形冠军”企

业，2019 年工信部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经营规模、研发能力、产品创新能力、产品

品类等方面均位居行业前列，主要体现在： 

(1)经营规模：从注册资本的角度来看，公司的资本实力位居行业前列； 

(2)知识产权：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 154 项发明专利，18 项软件著作权，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分别被认定为浙江省发明专利授权量百强企业第 22 位、第 21 位、第 15 位；  

(3)研发能力：公司是自主创新的科技型企业，建有浙江省迈得医疗智造重点企业研究院、浙

江省企业技术中心；曾参与科技部“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重点项目，

浙江省重点技术创新专项计划，浙江省信息服务业发展专项计划，浙江省科学计划重点项目；曾

获得“2016 年浙江省‘隐形冠军’”、“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 2019 年工信部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等荣誉称号；  

(4)产品创新：公司产品曾获评 2013 年度国家重点新产品，2014 年、2015 年省级首台（套）

产品，2016 年市级首台（套）产品，2017 年度国内首台（套）产品，2020 年度国内首台（套）

产品，2016 年台州市政府质量奖，2017 年浙江名牌产品等；  

(5)产品品类：公司现已掌握采血针组装机、注射针组装机、注射器组装机、留置针组装机、

输液器组装机、延长管组装机、透析器生产线、血液透析中空纤维膜生产线、血透管路生产线、

挤出机、切管机等十多种自动化设备的研发生产能力，产品涵盖了部装、总装、检验、小包装、

封口等多个耗材生产环节，产品品类较为齐全；  

(6)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公司是《无菌医疗器械制造设备实施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通

则》的主导起草单位。同时，公司是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医用高分子制品分会的副理事长单位； 

(7)2019 年 8 月，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医用高分子制品分会出具证明：“根据我会掌握的

资料与信息显示，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在经营规模、技术实力、品牌知名度、自主知

识产权数量、产品品类等方面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在安全输注类、血液净化类自动化设备市场

的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1、医用耗材的自动化生产将成为发展趋势  

医用耗材的生产需要较高等级的净化车间，需要将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微粒子、细菌等控制在

一定范围内，并将室内的温度、洁净度、室内压力、气流速度与气流分布、噪音振动及照明、静

电控制在某一需求范围内，以保证产品可以在稳定良好的环境下生产和制造。 

大量的人工组装容易带来异物引入和细菌污染的风险，引起交叉污染，降低了产品质量；且

其生产过程难以控制，不同批次的产品质量不稳定，生产效率较低；在招工难的情况下生产成本

较高。 

自动化设备能给生产企业减少工人，使净化车间更好的维持恒定的标准参数要求，为生产企

业降低运营成本。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用耗材产品质量要求的提高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医用耗

材智能装备的优势得以显现，国内医用耗材的生产方式逐步发生了转变，自动化生产正逐步替代

人工生产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2、医用耗材智能装备的更新换代 

由于我国医用耗材行业强制性标准的定期更新修订、下游厂商的产品更新或生产工艺改进、

智能装备生产技术升级等原因，客户购买了智能装备之后会进行更新换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至少每 5 年会结合产业政策和临

床医学情况，对医用耗材的生产、注册等强制性行业标准进行定期复审和修订。如当特定医用耗

材产品的生产原料（如软针座改为硬针座、钢针改为塑针）、产品结构（如直角针座改为螺旋针座）、

包装材料（如“统一使用塑料包装材料”）的标准发生改变时，需要对用于生产该医用耗材的设备

进行重新设计和改造。 

公司的安全输注类、血液净化类等设备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10 年左右，在使用期间，客户也

会对设备进行更新升级换代。 

3、用于生产常规耗材的智能装备实现本土化发展 

医用耗材智能装备的研发设计，除了需要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更重要的是需要对医用

耗材生产技术、产品质量要求、原材料特点和人工生产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有深刻的实践和理解。

从国外进口的医用耗材智能装备，虽然在自动化技术方面具有领先优势，但由于国内外常规耗材



的产业发展基础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耗材原材料挤出、注塑成型、组装阶段存在差异性，导致

进口设备在组装国内工艺生产的耗材配件时，容易引起设备故障进而发生停工。相比之下，国内

医用耗材智能装备企业起源于耗材生产企业的生产部门或设备部门，对国内医用耗材整体产业链

的实践和了解程度较高，在研发和设计智能装备时，以医用耗材的前端产业特征和组装生产中存

在的缺陷为依据，有针对性地进行研发，因此，国内厂家所生产的智能装备能更有效地满足医用

耗材的自动化生产需求。 

4、用于生产高值耗材的智能装备打破了国外厂商的垄断，国产化趋势加快 

从目前医用高值耗材市场的情况来看，以强生、美敦力等为代表的国外厂商集中于中高端产

品领域，除了支架类部分产品外，抢占了我国高值耗材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其主要原因在于高值

医用耗材例如血液透析器等，其生产工艺要求较高，需要采用专业化的设备进行生产。由于设备

的技术难度大，长期以来，血透器的生产严重依赖进口设备。随着国内高值医用耗材的市场需求

不断增加，以及政府对国产高值医用耗材的大力支持，以公司为代表的国内智能装备生产企业不

断增加对高值医用耗材智能装备的研发投入，目前已经成功研制出生产血液透析器等耗材的智能

装备并投入使用。例如，公司研发成功的血液净化类装配自动化设备成功解决了透析器生产中的

封装工艺难题。 

5、下游医用耗材市场规模逐年增长，为智能装备提供良好的市场前景 

医用耗材智能装备是用以生产、组装、检测医用耗材的相关设备，因此医用耗材智能装备行

业景气度与下游医用耗材的需求量高度相关。医用耗材行业的持续增长是医用耗材智能装备行业

快速发展的前提。近年来我国医疗耗材需求量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①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08 年至 2017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由 1.10 亿人增加至 1.58

亿人。据全国老龄办预计，到 2050 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 4.87 亿人。人口老龄化加剧

带动了社会医疗需求，亦加大了对医用耗材的需求。 

②医疗产业关系人民身体健康，关乎民生发展，国家不断从政策上、支出上推动产业发展。

2016 年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国家对卫生领域的投入将持续增加。据统计，

2017 年我国卫生费用总支出为 51,598.8 亿元，相比 2013 年增加了 19,929.85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

率达 10.26%。  

③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企业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国产医疗设备技术成熟度不断提升，



不但在低值耗材上取得市场话语权，在一些高值耗材如血透器等产品上，自主研发及生产技术水

平也在向国外头部企业靠拢。 

④2019 年 7 月 3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的通知》, 明

确提出“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高值医用耗材提升核心竞争力”,药监局也实施了优先审评

等政策,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高值医用耗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国家政策一方面

有利于提高性价比高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高值医用耗材的竞争力，为其打开较广阔的进口

替代空间；另一方面有利于国内竞争激烈的品种向具有产能、成本优势的大企业集中，有利于行

业自动化程度的提升。 

根据中国医保商会统计，2015 年我国医用耗材行业销售规模达 1,853 亿元，同比增长 11.49%。

2010 至 2015 年间，我国医用耗材行业销售规模年复合增长率为 23.92%，行业呈现快速扩张的态

势。一般来说，医疗行业的成长具备超越宏观周期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可以预见，随着医疗需求

的增长，医疗技术的进步，国家投入持续增加，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医用耗材市场

仍将持续快速增长，为医用耗材智能装备行业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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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804,416,386.84 328,925,705.13 144.56 283,333,062.68 

营业收入 209,549,529.62 214,895,679.90 -2.49 173,388,95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6,752,090.63 56,010,130.84 -16.53 55,840,44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6,760,612.52 49,094,225.63 -25.12 47,788,78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07,270,587.76 253,348,640.97 179.17 228,699,276.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135,338.18 31,143,590.55 -54.61 72,018,838.9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3 0.89 -17.98 0.8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3 0.89 -17.98 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61 24.02 减少7.41个百分点 27.8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9.82 9.04 增加0.78个百分点 7.97 



入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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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47,260.60 46,820,828.08 32,519,739.34 97,561,70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97,201.06 12,246,321.53 590,877.50 30,517,69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425,827.74 6,022,340.93 160,531.50 28,151,912.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759,848.97 33,297,939.84 -25,042,346.19 27,639,593.50 

第一和第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的原因主要为公司生产具有一定季节性

特征，产品生产周期较长，2019 年第一和第三季度营业收入规模较小，导致相应收款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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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66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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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

转融

通借

出股

份的

限售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林军华 0 39,986,000 47.83 39,986,0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万顺 0 14,230,000 17.02 14,230,0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台州赛纳投资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3,080,000 3.68 3,080,000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0 2,703,000 3.23 2,703,000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陈根财 0 1,224,000 1.46 1,224,0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周贵励 935,751 935,751 1.12 935,75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颜燕晶 0 800,000 0.96 800,0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宋娟 470,000 470,000 0.56 470,0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叶文岳 0 426,000 0.51 426,0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于亦春 360,000 360,000 0.43 360,0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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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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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54.95 万元，较 2018 年下降 2.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675.21 万元，较 2018 年下降 16.53%。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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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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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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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公司根据上述文件要求，需对原采用

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1、变更前会计政策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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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2006 版  

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会计政策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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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相关 会计政策。  

（2）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2017 版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7 年印发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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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会

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准则执行相关会计政策。 

此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其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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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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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