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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谢宇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井晓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杨征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2,760,763,909.20 2,566,264,840.71 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9,705,621.99 2,089,004,614.95 2.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031,518.89 -120,160,050.16 193.2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50,080,385.52 161,833,859.81 5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701,007.04 5,714,687.96 78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757,614.66 1,778,906.62 2,584.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 0.29 增加2.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4 0.011 75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4 0.011 754.5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799.1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714,495.3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00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4,121.76  

所得税影响额 -557,082.13  

合计 2,943,392.3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4,69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4,510,115 26.72 0 质押 69,9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俞熔 109,979,563 20.34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云锋新创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2,720,044 2.35 0 未知  其他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6,780,131 1.25 0 无  其他 

上海朱雀乙亥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6,360,021 1.18 0 未知  其他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盛宇十二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6,040,039 1.12 0 未知  其他 

束美珍 5,970,985 1.1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938,333 0.91 0 无  其他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4,051,000 0.75 0 未知  其他 

吴光明 3,816,022 0.71 0 无  境外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4,510,115 人民币普通股 144,510,115 

俞熔 109,979,563 人民币普通股 109,979,563 

上海云锋新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720,044 人民币普通股 12,720,044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6,780,131 人民币普通股 6,780,131 

上海朱雀乙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360,021 人民币普通股 6,360,021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盛宇

十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040,039 人民币普通股 6,040,039 

束美珍 5,970,985 人民币普通股 5,970,985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4,938,333 人民币普通股 4,93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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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晓峰 2号致信基金 
4,051,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1,000 

吴光明 3,816,022 人民币普通股 3,816,0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有资料显示以上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交易性金融资产变动主要为报告期内使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3.1.2 应收票据变动主要为报告期内收到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3.1.3 其他应收款变动主要为报告期内尚未收到三间房租赁款项所致； 

3.1.4 短期借款变动主要为报告期内从银行获得疫情支持贷款所致； 

3.1.5 预收款项变动主要为报告期内收到的疫情相关产品预收款增加所致； 

3.1.6 营业收入变动主要为报告期内疫情相关产品销售增加所致； 

3.1.7 税金及附加变动主要为报告期内疫情相关产品销售增加所致； 

3.1.8 销售费用变动主要为报告期内疫情相关支出增加所致； 

3.1.9 其他收益变动主要为报告期内未收到软件退税所致； 

3.1.10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变动主要为报告期内疫情相关产品销售增加所

致； 

3.1.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现金流入增加，主要为收到疫情相

关产品的销售货款增加所致； 

3.1.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现金流出增加，主要为报告期内支

付上海陆自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投资款所致； 

3.1.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现金流入增加，主要为报告期内从

银行获得疫情支持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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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20年2月2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关于公司对参股合伙企业增

资的议案》审议通过，向上海陆自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向合伙企

业增资670.20万元。公司于2月24日支付第三期投资款及增资款5,108.40万元，截止报告

期末，公司累计出资共计人民币28,508.4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18.3515%。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因2020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公司相关产品移动DR销售量增加，导致2020年一季

度净利润大幅增长，因此公司预测2020年半年报的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将有所增长。

与此同时，也可能导致公司其他产品销售会有所延期。因此，目前公司难以预测2020年

半年报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具体的增长幅度。 

 

 

 

 

 

 

公司名称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宇峰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