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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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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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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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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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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于 2022 年 03 月 21 日提议本公司向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0.18 元（含税），预计共派发

71,649,473.94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不送红股。此项提议尚待股东大会批准。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合富中国 603122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烨 -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456号光启大楼 - 

电话 021-60378999 - 

电子信箱 ir_cowealth@cowealth.com -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我国体外诊断行业发展趋势 

我国体外诊断行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未来，我国体外诊断行业将向着高端免疫进口替代、

分子诊断技术升级和 POCT 便捷化三大方向发展： 

目前，高端的化学发光已成为我国主流的免疫诊断方法，市场规模已达免疫诊断总市场的 70%

以上，且基本被罗氏、雅培、贝克曼等外资巨头垄断。近年随着国内企业对于化学发光技术的突

破，不仅在中低端免疫诊断实现了国产化，在海外巨头垄断的高端免疫诊断领域亦开始实现了小

部分的进口替代。未来随着国内优势企业的技术突破、国产化性价比优势以及产业政策助力，有



望逐步实现高端免疫诊断领域的进口替代。 

分子诊断技术发展时间较短，国内企业与海外同行技术水平差距相对较小。分子诊断主要分

PCR、基因芯片、基因测序等技术，长期来看基因测序技术发展空间更为广阔，但其成本较高，

目前 PCR 技术仍是分子诊断的主流。受益于精准医疗发展趋势和分子诊断本身技术手段的不断升

级，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分子诊断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我国正积极推动分级诊疗，使得以中心医院为主的诊治向二级、社区医院转移，由此带来的

快速检测需求将使 POCT 发展前景广阔。基层医院方面，受益于分级诊疗趋势的影响，将会有更

多的患者选择在基层医院接受初步检查。由于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是基层医院就诊主流，而

POCT 在时效性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能够满足基本诊断检测需求，同时弥补了基层医院诊断资源不

足的问题，未来基层医院将会是 POCT 快速发展的市场。 

（2）体外诊断产品流通与服务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市场将逐步向能够提供一揽子增值服务的集约化综合服务商集中，行

业集中度将逐步提高。行业竞争将体现在产品种类齐全度、服务网络和业务规模、仓储管理和物

流配送能力、技术支持服务、客户响应能力等多领域的综合竞争。 

A、服务网络和业务规模扩容 

集约化综合服务商的业务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能够在市场网络覆盖的全面性和产品种类的

完备性方面获得竞争优势，在实现规模效应的同时，取得更高的采购成本优势，通过为客户提供

产品与整体综合服务抢占市场 

服务商服务网络所覆盖的区域越广，越容易得到产品制造商和客户的认可，也有利于通过分

布在全国各地的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稳定、快捷的属地化服务，为客户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全方位

的产品供应、物流配送和技术服务，为争取更多优质客户提供必要的保障。 

B、综合服务能力提升 

随着体外诊断产品制造商和服务商分工越来越明确，体外诊断产品终端用户对服务商的综合

服务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服务商提供仓储管理、物流配送、维修保养、及时响应等日常

服务，还希望服务商在医院管理等多个层面能够提供更多增值服务。 

C、医院对于精细化管理要求提升 

根据 2021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检验属于加强临床专科建设之一，并要求提升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新效能，具体为：1）健全运营

管理体系；2）加强全面预算管理；3）完善内部控制制度；4）健全绩效评价机制；5）健全医务

人员培养评价制度；6）强化信息化支撑作用等。 

根据 2021 年 8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深化医疗服务价格

改革试点方案》，要求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推进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高质量协同发展，加强公

立医疗机构内部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因此终端医院对于从粗放管理到精细化管理的转变有迫切

的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如下： 

（1）体外诊断产品集约化业务 

公司以终端客户实际个性化需求为导向，有效整合上游供应商资源，构建了完善的一体化服

务体系，针对医疗机构等客户开展集约化销售业务并提供增值服务。 

公司体外诊断产品集约化业务与医疗机构签订中长期业务合同，作为集中供应商为医疗机构提供

体外诊断产品的整体供应链管理服务，根据产品种类与品牌要求与供应商进行谈判和采购，为医

疗机构的整体试剂及耗材需求进行统一采购、配送及管理；同时，公司派遣专人驻场协助医疗机

构进行库存量管理、采购量预估、科室专业培训、信息化建设等工作，进一步落实为医院降低耗

占比。 

（2）医疗产品流通 



在医疗产品流通业务中，公司以嵌入上游原厂及其各大代理商主导的渠道网络为导向，积极发挥

渠道优势。 

具体而言，公司医疗产品流通业务主要包括放肿领域设备的销售和维保、免疫诊断和生化诊

断等设备的销售等，同时亦能够根据上下游实际需求为其扩大产品服务范围. 

（3）其它增值服务 

公司在提供增值服务的过程中，作为链接两岸优质资源的桥梁，协助中国大陆医疗机构赴台

培训，同时引荐中国台湾专家赶赴中国大陆医疗机构进行专业辅导和科室共建，促成两岸医疗机

构的资源共享，实现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医疗机构的合作双赢。此外，公司为境外原厂于境内申

请医疗器械注册证提供支持性服务，并收取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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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120,547,775.27 1,099,449,535.22 1.92 1,130,082,284.5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95,832,606.71 717,024,203.17 10.99 789,405,623.18 

营业收入 1,191,060,169.11 1,089,023,522.28 9.37 1,046,975,144.6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80,230,457.52 72,553,855.68 10.58 67,144,850.6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5,771,125.78 73,442,831.98 3.17 66,514,587.0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011,510.70 74,154,704.47 -90.54 -37,891,020.4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61 9.06 

增加1.55个百分

点 
11.3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24 12.50 0.2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24 12.50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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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355,702.00 341,859,508.77 299,885,237.25 291,959,72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119,885.02 21,111,965.58 18,569,901.28 26,428,70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2,847,952.98 23,461,059.28 14,212,611.83 25,249,501.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9,587,750.26 81,920,705.22 -15,455,722.16 70,134,277.9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3,74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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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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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合富（香港）控股有限

公司 
0 218,937,885 73.34 218,937,885 无 0 

境外

法人 

荆州慧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19,700,000 6.59 19,700,000 无 0 其他 

嘉兴海通旭初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12,500,000 4.19 12,500,000 无 0 其他 

华润医药（汕头）产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11,500,000 3.86 11,500,000 无 0 其他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 0 5,300,000 1.78 5,300,000 无 0 其他 



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联方有限公司 0 4,622,500 1.55 4,622,500 无 0 
境外

法人 

国泰创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0 3,750,000 1.26 3,750,000 无 0 

境外

法人 

确资有限公司 0 3,666,601 1.23 3,666,601 无 0 
境外

法人 

员程（上海）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0 2,850,835 0.95 2,850,835 无 0 其他 

员昂（上海）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0 2,818,722 0.94 2,818,722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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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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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9,106.02万元，同比增长 9.3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23.05万元，同比增长 10.58%；归母净资产为 79,583.26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0.27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