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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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伟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廖上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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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3,793,994.54 10,176,547,262.92 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295,019,294.39 3,203,387,812.40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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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66,436.57 -276,860,521.02 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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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3,978,662.09 1,299,045,192.83 5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1,830,107.31 31,689,943.10 18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7,249,394.99 28,429,995.58 206.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83 1.14 增加 1.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5 2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5 220.00 

说明： 

1、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58.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

长 189.78%，主要系 2020 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较大，本报告期内，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医

院门诊手术恢复正常，公司各项业务快速恢复，集约化和区检业务及自产产品业务的收入较上年

同期分别增长 65.55%和 70.70%，综合推动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实现了较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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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经营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本期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减（%） 

商业 1,951,314,922.21 58.34% 

工业 110,887,894.76 70.70% 

说明： 

1、商业：即公司主要从事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业务，属于体外诊断产品流通与服务，主要为商业

业态。 

2、工业：即公司自主品牌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属于体外诊断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主

要为工业业态；报告期内工业板块实现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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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5,395.1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4,429,022.6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623,192.05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431,838.9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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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66,792.47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60,1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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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74,269.35  

所得税影响额 -1,611,142.00  

合计 4,580,7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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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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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下城区国有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6,000,000 20.02 0 无 0 国有法人 

朱文怡 54,938,408 9.48 0 质押 38,000,000 境内自然人 

刘辉 42,028,771 7.25 0 质押 23,200,000 境内自然人 

卫明 21,461,784 3.7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荣 19,009,425 3.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东营东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4,989,162 2.59 0 质押 13,989,16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九江昊诚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14,989,162 2.59 0 质押 13,989,16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博恩添富7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738,103 2.03 0 无 0 其他 

刘伟 7,664,500 1.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孝安 6,000,000 1.0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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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下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1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000,000 

朱文怡 54,938,408 人民币普通股 54,938,408 

刘辉 42,028,771 人民币普通股 42,028,771 

卫明 21,461,784 人民币普通股 21,461,784 

冯荣 19,009,425 人民币普通股 19,009,425 

东营东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989,162 人民币普通股 14,989,162 

九江昊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989,162 人民币普通股 14,989,162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恩添

富 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738,103 人民币普通股 11,738,103 

刘伟 7,664,500 人民币普通股 7,66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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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安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2019年 8月，杭州市下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下城国投”）与冯荣及卫明签署《表决权委

托协议》，冯荣及卫明将所持股份的股东表决权全部授权

给下城国投行使。期限至冯荣、卫明所持润达医疗股份出

让及/或减持完毕之日，或下城国投出现丧失润达医疗实际

控制人地位的之日止。冯荣与卫明承诺，在签署《表决权

委托协议》之日起五年内不出让及/或减持所持有的股份。 

2、朱文怡及刘辉为母子关系。 

3、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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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变动比

例（%）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

金 
541,785,756.21  788,001,039.41  -31.25 

主要系去年同期赎回理财产品

1.08亿元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96,640,000.00  12,000,000.00  705.33 
主要系去年同期赎回理财产品

1.08亿元 

应收票

据 
66,256,362.41  30,181,792.66  119.52 

一季度票据净增加1,478万；去

年同期净增加1,272万，加速回

款效率增加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款

项融资 
491,485,135.67  116,902,062.01  320.42 

一季度应收款项融资规模净增

加9,725万，而去年同期一季度

净减少1.53亿，主要是去年一

季度获得专项疫情贷款，将融

资产品结构作了调整。 

一年内

到期的

非流动

资产 

27,518,488.09  11,862,312.14  131.98 
分期收款发出商品业务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租赁押金增加 

其他流 41,344,628.25  31,787,527.35  30.07 待抵扣进项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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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产 

长期应

收款 
14,921,539.79  29,067,397.76  -48.67 

一年内到期的租赁押金重分类

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长期股

权投资 
869,273,404.79  539,167,661.54  61.23 

主要系去年下半年新增收购苏

州润赢、通用润达、河北润达

等权益法公司股权 

其他权

益工具

投资 

10,491,285.18  8,001,597.32  31.11 
去年末参股公司净资产收益增

加 

使用权

资产 
444,280,165.28  0.00 

新租赁准则执行，经营非豁免

租赁资产入表、固定资产融资

租赁净值由“固定资产”重分

类入“使用权资产” 

递延所

得税资

产 

129,414,604.87  84,482,451.32  53.19 

主要系去年末累计确认的资产

减值、可弥补亏损增加等所得

税影响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23,186,888.34  8,163,753.60  184.02 
新增可转债资金用于购买综合

扩容项目设备预付款 

交易性

金融负

债 

 114,658,962.22  -100.00 股权收购款完成支付 

应付票

据 
180,060,000.00  110,252,529.94  63.32 

主要系去年同期兑付到期应付

票据9,400万 

预收款

项 
16,131,192.17  8,163,326.45  97.61 

去年末客户预收租赁款规模增

加 

合同负

债 
178,740,965.38  67,730,409.32  163.90 

去年末客户预收货款（不含税）

规模增加 

应付职

工薪酬 
49,298,235.43  37,511,915.01  31.42 

较去年同期新增上海润林、合

肥三立等纳入合并范围 

应交税

费 
113,572,697.54  87,128,328.02  30.35 

较去年同期新增上海润林、合

肥三立等纳入合并范围 

其他应

付款 
404,358,433.50  590,759,320.31  -31.55 

去年累计支付金泽瑞、武汉润

达尚检、山东鑫海等股权收购

款的分期付款部分2.095亿元；

归还部分拆借资金约4.27亿

元；今年一季度计提应付合肥

三立、上海润林股权转让款1.8

亿元 

一年内

到期的

非流动

333,369,233.85  538,022,222.61  -38.04 

主要系去年年末已经归还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到期债券2亿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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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其他流

动负债 
22,191,595.24  8,979,303.11  147.14 

去年末客户预收货款增加，税

金部分同步增加 

租赁负

债 
218,204,723.38  0.00 

本年新租赁准则，新增经营租

赁资产入表影响 

长期应

付款 
 104,403,881.44  -100.00 

本年新租赁准则，应付融资租

赁款重分类至“租赁负债” 

预计负

债 
1,196,578.87  498,460.49  140.05 

因BC1077801B.C.LTD.公司上

年7月并表范围影响 

递延收

益 
20,704,258.12  7,341,321.59  182.02 

因BC1077801B.C.LTD.公司上

年7月并表范围影响 

递延所

得税负

债 

9,561,237.73  7,245,079.51  31.97 

主要因税务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税前列支优惠政策延续，本期

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增加 

其他综

合收益 
1,842,852.78  698,277.13  163.91 

主要系1077801 BC.LTD外币折

算影响；参股公司净资产盈利

变动 

未分配

利润 
1,567,573,513.82  1,189,335,164.13  31.80 经营业绩增长所致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变动比

例（%）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

入 
2,063,978,662.09  1,299,045,192.83  58.88 

疫情影响进一步消退，本期经

营情况正常，稳定持续发展 

营业成

本 
1,527,402,637.83  1,005,115,319.78  51.96 收入增长，成本同比增长 

税金及

附加 
7,988,609.32  3,719,158.40  114.80 收入增长，税负同步增长 

销售费

用 
175,407,707.87  100,453,253.74  74.62 

销售规模增长，费用同步增长；

1077801B.C.LTD.公司、以及新

增上海润林、合肥三立等子公

司纳入合并范围 

管理费

用 
87,595,554.26  59,541,083.45  47.12 

销售规模增长，费用同步增长；

1077801B.C.LTD.公司、以及新

增上海润林、合肥三立等子公

司纳入合并范围 

研发费

用 
27,379,802.57  15,838,807.59  72.87 

销售规模增长，费用同步增长；

1077801B.C.LTD.公司、以及新

增上海润林、合肥三立等子公

司纳入合并范围 

财务费

用 
67,094,429.65  47,685,711.21  40.70 

主要系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变动

影响 

其他收

益 
4,741,855.20  3,584,802.05  32.28 

1077801B.C.LTD.公司以及新

增上海润林、合肥三立等子公



                                                       润达医疗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8 / 9 

 

司纳入合并范围 

公允价

值变动

收益 

 -1,781,520.91  100.00 
去年应付股权款已经支付完，

本期不再计提 

资产处

置收益 
3,055,529.69  231,352.21  1220.73 

本期金泽瑞出售固定资产获得

收益 

营业外

支出 
1,649,291.88  1,025,483.24  60.83 

因合肥三立今年一季度并表范

围影响 

所得税

费用 
37,018,022.96  24,093,783.38  53.64 收入规模增加，所得税增加 

投资活

动产生

的现金

流量净

额 

-91,372,406.81  54,465,783.19  -267.7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同

期对比减少约 1.46亿元，主要

变动原因说明如下：（1）股权

转让款增加现金净流出

9,189.10万元，本期支付股权

转让款 11,634.9 万元：去年同

期收到股权转让款 140万元、

支付股权转让款 2,036.03万

元；（2）理财产品业务净流入

6,806万元，同期净流入

10,800万元，较同期减少

3,994万元；（3）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3,187.2

万元；（4）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到的

现金同比增加 798.64万元；

（5）归还借款流出与同期对比

净减少 1,050 万元。 

筹资活

动产生

的现金

流量净

额 

-9,111,607.52  305,102,884.06  -102.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与

同期对比减少约 3.14亿元，主

要变动原因说明如下：（1）本

期有关借款（含融资租赁）现

金净流入减少 1.34亿元；（2）

2021年 Q1借款保证金现金净

流入较比去年同期减少10,825

万，去年同期保证金集中到期

赎回；（3）支付利息较去年同

期增加 792.15万元；（4）本

期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实行现金分红较上年增加

4,523.50万；（5）本期执行

新租赁准则后，支付非豁免经

营租赁款，本年归属于筹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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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约 1,788.9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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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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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伟东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