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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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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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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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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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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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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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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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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212,754.09 804,416,386.84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19,521,295.21 707,270,587.76 1.7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560,609.10 11,538,090.87 364.21 

营业收入 114,333,626.10 79,468,088.68 4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1,597,733.71 15,643,522.59 16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410,081.78 8,448,168.67 354.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79 6.40 减少0.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0 0.25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0 0.25 100.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1.41 12.78 减少1.37个百分点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413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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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林军华 境内自然

人 

47.83 39,986,000 39,986,000 39,986,000 无 0 

陈万顺 境内自然

人 

17.02 14,230,000 14,230,000 14,230,000 无 0 

台州赛纳投资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68 3,080,000 3,080,000 3,080,000 无 0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3 2,703,000 2,703,000 2,703,000 无 0 

陈根财 境内自然

人 

1.46 1,224,000 1,224,000 1,224,000 无 0 

叶彬 境内自然

人 

0.99 827,850 0 0 无 0 

颜燕晶 境内自然

人 

0.96 800,000 800,000 800,000 无 0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6 716,500 716,500 1,045,000 无 0 

舒志兵 境内自然

人 

0.81 674,510 0 0 无 0 

张爽姿 境内自然

人 

0.66 551,093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林军华先生持有赛纳投资 67.99%的出资份额，为其执行

事务合伙人，因此赛纳投资与林军华先生构成关联关系。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围绕“抓住主业不动摇，抓住自主创新不动摇”的战略思路，克服新

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在面对疫情暴发的形势下，公司顺势而为，自主创新，强化科技攻关，研制

出了全自动口罩机和熔喷挤出机，为抗击疫情贡献了迈得力量。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快速增长，超过上年同期 43.87%，其中口罩机业务增长尤为明

显，其营业收入占比达到 73.50%。 

(一)公司研发方面 

公司坚持自主研发和吸收应用先进的技术工艺装备，在医用耗材智能装备领域发展了十余年，

在技术储备和新产品的研发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与成果。报告期内，公司针对医用导管类设备，

导管组装工艺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实现了软导管与软导管组装的技术瓶颈并应用于实际设备中，

实现了自动化组装工艺的简化；通过对扎带型卷绕包装系统的结构优化，突破了医用导管（出口

型输液器、细导管等）卷绕及扎带的稳定性，使出口型医用导管的卷绕包装实现全自动化；针对

胰岛素注射器等注射类产品整体工艺流程优化，结构布局调整改进，提升了设备的通用性，在同

一设备中能生产多种产品，同时上针、检堵检漏分区的调整，有效提升了检测的准确性；公司成

功研发了扎扣组装结构，实现了血液透析管路肝素管的捆扎，提升了血液透析管路的产品质量；

针对血液灌流器树脂颗粒不良品筛选结构的研发，实现了树脂颗粒不良品、良品能够有效分离，

为血液灌流器全自动化生产线研发奠定了基础；公司研发了每分钟 130-150 片的高速口罩机，提

升了口罩设备的单机产能。为了给公司技术进步、持续创新能力、长期发展提供良好基础，公司

持续对技术研发进行投入，并在天津、德国设立研发基地。2020 年半年度，公司研发费用为 1,304.16

万元，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 11.41%，与 2019 年 9.82%相比有所提高。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员工总人数为 488 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 23.16%。报告期内公司累计获

得 13 项实用新型专利和 8 项软件著作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累计获得 154 项发明专利，73 项

实用新型专利和 26 项软件著作权。 

(二)公司销售方面 

公司目前的主要销售方式为直销，少量外销设备通过贸易商对外销售。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 11,423.0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4.02%，主要系公司快速响应号召，短期内研发



出全自动口罩机，且口罩机性能可靠，市场认可度较高，1-6 月实现较多口罩机收入，金额达到

8,403.95 万元。公司通过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快速响应，维护现有客户并积极开拓新客户。公司还

积极参加了国内展会，扩大和丰富了公司和产品的宣传材料。 

(三)体系建设方面 

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的市场激励和产权安

排机制作用，强化创新驱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公司以提高经营效益为目标，注重技术人员

的培训，进一步全面贯彻和推进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建立科学、规范、持续改进的知识产权制度，

确保知识产权制度的全面实施、有效运行。2020 年上半年公司建立了 GB/T29490-2013 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 

(四)内部治理方面 

在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法律、法规等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

结构，建立和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使公司的治理活动不断深入。在公司内部建设方面，公

司修订了《公司章程》；通过持续的制度建设工作，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稳步

推进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建设，继续完善财务数据分析体系；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五)三会运作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依法有效地召开了 2 次股东大会、2 次董事会会议和 2 次监事会会议。为了进

一步规范管理体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对

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

情况如下: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修订）（财

会[2017]22 号）。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等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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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收入准则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二)财务报表格式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利润表原“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改为“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执行，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均无实质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