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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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对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进行了详细阐述，敬请查阅本报告第

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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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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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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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公司拟以实施2021年度分红派息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

含税）。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8,000万股，以此计算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4,000万

元（含税），占公司2021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5.56%。公司拟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本每10股转增4股。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8,000万股，合计转增3,200万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1,200万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现金分红总额不变，

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红金额；同时维持每股转增比例不变，调整转增股本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

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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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祥生医疗 688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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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峰 顾薇薇 

办公地址 无锡新吴区新辉环路9号 无锡新吴区新辉环路9号 

电话 0510-85271380 0510-85271380 

电子信箱 info@chison.com.cn info@chis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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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从事超声医学影像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为国内外医疗机构、科研机构、战略

合作伙伴等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专业的技术开发服务。作为研发驱动型的企业，公司多年来秉承自

主研发的技术理念，坚持超声医学影像技术国产化的发展战略，现已掌握了从二维超声、三维超

声到四维超声；从彩超探头核心部件、图像处理算法、图像分析软件到彩超整机设计开发；从临

床应用专科化、设备便携化到人工智能云平台解决方案在内的全套超声医学影像的核心技术。 

依托多年积累沉淀的彩超核心技术，融合市场需求，公司不断拓展产品边界和定义新的应用

场景。在发力超声高端化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便携小型化、专科化和智能化等差异化优势，公司

产品多次入选“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国家重点新产品”、“优秀国产医疗设备产品目录”等国家重

点产品推广、指导名单和目录；公司多系列产品已获得了欧盟 CE、美国 FDA、加拿大等国际认

证或注册，较早进入了欧美日等主流市场，产品受到市场广泛认可。公司产品已覆盖 30%以的三

级医院，广泛应用于超声科、麻醉科、置管科、妇产科、急救科、肿瘤外科、乳腺外科、肾内科、

消化内科、疼痛科、ICU 等科室。同时，公司产品远销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与国际知名医疗

器械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超声医学影像设备的自主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开发服务，拥有独立完整的

研发、采购、生产制造、销售及服务体系。 

(1) 盈利模式 

作为研发驱动型企业，公司自主研发超声医学影像设备，批量生产，通过产品及其配件的销

售和售后服务取得收入；公司通过向战略客户提供技术开发服务、销售定制化产品，取得收入。

公司的盈利主要来源于收入与成本及费用之间的差额。 

(2) 研发模式 

公司采用自主研发模式，在无锡总部、北京、深圳和美国华盛顿州设有研发中心，形成中美

两国四地联动研发机制。公司现已掌握了从材料基础研究到换能器研发，从电路设计、信号处理、

图像处理算法、图像分析软件到整机系统设计开发的核心技术。研发团队覆盖了包括电子、声学、

材料、计算机、数学、算法、传感器、信号处理、ID 设计、机械结构设计等在内的多种跨学科技

术。公司引入了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信息系统（PLM），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数据、流程、

业务系统以及人员，以高效的方式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管理。同时，公司对研发团队采取了

矩阵式研发管理模式，提高沟通效率，优化资源共享和配置，高效、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 

(3) 采购模式 

公司遵循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对供应商实行严格的准入评审机制，建立合格供应商库，并

持续对准入的合格供应商进行考核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公司的采购模式以一般采购为主，外

协加工为辅。一般采购是指公司不向供应商提供其采购物料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而由供应商根据

公司下达的采购订单向公司交付物料的模式；外协加工是指公司向供应商提供原材料，由供应商

根据公司要求进行定制加工后向公司交付半成品的模式。 

(4) 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以计划生产为主、订单生产为辅”的生产模式。销售部门根据销售目标和市场需

求定期制定销售预测，计划部门根据销售预测、销售订单、库存情况制定生产计划，生产部门根

据生产计划安排生产。在前述生产模式下，公司既能维持一定数量的标准配置半成品库存，亦能

快速响应销售订单的发货需求，缩短产品交付周期。 



(5) 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模式包括经销和直销两种模式，经销业务为主，直销业务为辅。其中直销业务以 ODM

为主，面向终端的直销较少。 

经销模式是指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再由经销商将产品销售给终端用户的模式。经销模

式可以充分发挥经销商的良好资源优势，较快地拓展销售地域，提升产品影响力和客户满意度，

增加公司市场份额。 

公司直销模式主要以 ODM 为主，即向战略客户提供定制开发的产品及技术服务。基于公司

在便携式彩超领域积累的差异化优势，公司与巴德、佳能等医疗领域国际知名企业采用 ODM 模

式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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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为超声医学影像设备研发、制造和销售。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3581 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具体为超声医

学影像设备制造。超声医学影像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制造，属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范畴；根据国家

统计局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2018》，公司主要产品属“4.2.1 先进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下

的重点产品“医用超声诊断、治疗仪器及设备”、“高性能超声成像”和“手提式、便携式、可移动、

车载等医学成像配套设备”；另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上市推荐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

生物医药领域下的“高端医疗设备与器械及相关技术服务”。 

1.1 行业的发展阶段和基本特点 

（1）2019 年全球超声医学影像市场容量 230,614 台/套，年复合增长率 10.96% 

随着全球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临床医学的分化及发展，人工智能、云计算、便携式及掌上

彩超的日益普及，全球超声市场将迎来新的机遇。从全球来看，2019 年全球超声医学影像设备市

场规模为 230,614 台/套，预计 2023 年将增长至 349,589 台/套，年复合增长率 10.96%。其中，2019 

年全球推车式超声医学影像设备市场规模为 122,780 台/套，预计 2023 年将增长至 149,654 台/套；

2019 年全球便携式超声医学影像设备市场规模为 107,835 台/套，至  2023 年预计增长至 199,935

台/套。 

（2）中国超声医学影像设备市场高速扩容，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医疗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国家相关政策出台，国内



医疗器械行业将整体步入高速发展阶段。医学影像设备又是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第一细分领域，国

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明确指出，要提高医疗器械行业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重点发

展影像设备等高性能器械设备，在一系列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的医学影像设备市场容量将加

速扩容。 

2020 年，在全球超声医学影像设备市场中，中国以 15 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规模，超越了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后疫情时代，随着老龄化加速、技术升级，超声医学影像设备市场将继续

扩容，预测到 2024 年，中国的超声医学影像设备市场规模将超过 18 亿美元。 

（3）国产优质企业技术螺旋式上升，行业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近年来，随着国产超声在关键“卡脖子”技术上的突破，国产优秀企业已实现异军突起，在全

球及中国市场具备了一定的市场竞争力，进口品牌在中国垄断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同时，近年来

在我国医学影像设备出口方面，随着中国医疗器械企业技术提升和规模扩大，国产企业的高技术、

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份额将继续提升，不断优化贸易结构。 

（4）疫情驱动国内政策加码，加速行业发展 

后疫情时代，医疗行业优先受益，优质国货迎来发展机遇。本次疫情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国

医疗体系的短板，国家和各地方省市将逐渐加大医疗补短板力度。 

中共中央和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以实施《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进法》为契机，推动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完

善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其中国家发改委和卫健委发布的《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

中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应急救治物资参考储备清单，明确要求单个基地需配备 5 台便携式彩色超声。

同时国家财政部制定预算 300 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 

2020 年 7 月，国家卫健委下发《关于全面推进社区医院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社

区、乡镇卫生院可申请建为“社区医院”，参照社区医院建设标准，社区、乡镇卫生院将“提档升级”；

并强调传染病防控能力提档升级，在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指导下，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做实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加强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做好居民的健康教育，切实提升对辖区居

民的健康管理水平。同时可以看到随着医疗水平和医疗配置的完善，大批基层医院将迎来升级，

医疗器械的配置也成为重中之重，基层医疗机构进入医疗设备“填补空白”和“升级换血”的爆发期。 

2021 年，国家相继发布《医疗器械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将医疗器械创新纳入发展重点，根据规定，国产药品和医疗器械能满足要求的，政府

采购项目原则上需采购国产产品。根据财政部、工信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进口产



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 年版）的通知》，137 种医疗器械全部要求 100%采购国产、12 种医疗器

械要求 75%采购国产、24 种医疗器械要求 50%采购国产、5 种医疗器械要求 25%采购国产，其中，

医用超声波仪器及设备除两项产品以外，其余建议全部采购本国产品。广东、浙江、陕西、北京

等多地也陆续推出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具备产品及品牌优势的国产医疗器械企业在国

内市场发挥作用。 

（5）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未来，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发展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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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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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器械的需求；③国

内快速推进分级诊疗并不断发布医改利好政策，为国产医疗器械领域带来发展机遇；④优秀国产

医疗器械企业不断出现，国家鼓励高端医疗器械国产化，推动高端医疗器械产品进口替代；⑤随

着部分优秀的国产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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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医疗设备有望在全球医疗器械产业中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当然，在时代机遇面前我国医疗器械行业整体也面临不少挑战：①国内医疗器械生产厂家行

业集中相对度较低，医疗器械生产厂家众多，但规模普遍较小；②我国医疗器械企业投入研发资

金不足，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③国内高端器械市场以进口垄断为主，医疗机构购买国产医疗器

械的意愿不高；④受国外市场准入壁垒影响，我国医疗器械企业海外市场开发难度较大。  

1.2 行业的主要技术门槛 

超声的研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主机和探头需要良好的匹配，同时主机、探头也分别是

独立复杂的子系统。  

超声主机研发涉及电子、声学、计算机、传感器、信号处理、ID 设计、机械结构设计等多种

跨学科技术，需要确保产品的图像优异、抗干扰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等。针对

主机前沿技术，在系统设计、信号处理、图像优化等方面又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探头设计是一个包含材料化学、声学、工艺、结构等多学科的复杂工程，需要工程师平衡各

种材料参数，通过调整材料的选型、配比、设计参数、加工方法等实现设计结果的最大优化，并

验证工艺的可靠性、一致性和产品良率，进行工艺修正。针对探头前沿技术，在新材料、新工艺、

芯片技术等方面又提高了技术门槛。 

超声产品研发涉及多学科交叉，其产品设计不是简单的软硬件叠加，而是需要在产品研发和

设计过程中运用不同的核心技术，其中任一研发设计环节如果遇到技术阻碍无法产品化，都可能



导致研发失败。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作为国内较早从事超声医学影像设备研发的企业，公司拥有独立自主研发彩色超声诊断仪和

高性能超声探头的核心技术。为此公司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特别是在高端超声诊断系统、便

携小型化超声诊断系统、专科超声诊断系统、人工智能及新材料探头等技术研发方面取得突破，

打破了国外产品在中高端超声技术方面的垄断。此外，公司承担了“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和省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总部研发中心获得了“江苏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创新型企业”等资质评定。 

在国内市场，公司组建了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产品覆盖境内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中国目

前是全世界主要的超声市场之一，因此公司作为本土企业，凭借其在技术上的差异化优势、领先

的产品国际质量水准，加上国家进口替代的政策导向，在国内市场开拓和发展上具有巨大的发展

空间和增长潜能。在国际市场，公司根据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临床需求的不同，推出了多样

化的系列产品。经过多年国际市场耕耘及在海外建立本地化营销网点，公司已经在全球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销售超声设备，成为全球超声医学影像设备行业的主要制造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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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定调驱动行业发展走向更智能化、便携化时代 

2021 年 12 月 28 日，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医疗

装备产业发展规划》。此次规划是医疗装备领域首个国家层面的产业发展规划，任务明确，路径清

晰，《规划》将诊断检验装备列为 7 个重点发展领域之首，要求发展新一代医学影像装备，推进智

能化、远程化、小型化、快速化、精准化、多模态融合、诊疗一体化发展，为医疗装备产业链明

确了发展方向。 

（2）鼓励细分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巩固竞争优势 

支持具有细分领域技术优势、独特工艺等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改进产

品性能，重点突破医疗装备核心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就超声行业技术而言，需重点突破高端

图像技术、高端探头技术。 

（3）“5G+医疗健康”新模式推动超声远程诊断技术发展 

基于 5G 技术的发展，行业推动运用 5G 技术赋能智能疾控、急诊急救、远程监护等重点方向，

创新 5G 应用场景，开展智慧医疗健康装备和应用创新，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 5G 智慧医疗健康



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远程超声诊断技术发展，帮助分级诊疗政策落地，推动高端医疗

资源下沉服务基层。 

（4）超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加速赋能基层医疗 

全球有 4,000 万的医护人员，但仅 2%的医护人员掌握超声技能，大部分基层医生不具备专业

超声科医生的诊断能力，因此将人工智能搭载于超声诊断之上可实现设备赋能基层医疗，破解医

疗资源的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随着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超声医学影像设备与新技术逐步融合，

基于人工智能的医学影像辅助诊断功能日益进步和完善。超声人工智能由于动态图像识别难、金

标准要求高数据少等难点，目前尚未有成熟产品问世。祥生医疗作为较早布局超声人工智能的专

业超声厂家，已走在行业前列，目前相关超声人工智能产品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5）临床超声需求的衍生，推动专科超声发展 

随着临床医学的迅猛发展及超声诊断仪器的性能不断提升，超声已被广泛的运用在器官的解

剖成像，血流检测及许多生理和病理学方面，并且在介入性诊断及治疗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特别是超声造影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使得超声不仅成为所有影像学诊断方法中应用范围

最广，使用频率最高，普及速度最快的一项基础检查技术，也成为许多疾病首选的影像学诊断方

法。根据临床需求不断拓展和精细化，超声行业进入功能性诊断阶段，彩超应用逐步延伸至麻醉

科、ICU、急诊等专科科室。 

（6）产业集群化发展进程加速，逐步形成创新医疗生态圈 

国内诸多有基础、有条件的地方政府鼓励创建高端医疗装备应用示范基地，构建医疗装备从

技术开发、检验检测、临床验证、产品生产到应用示范推广的创新体系，营造包括政策、金融、

监管和医疗一体的激励产业创新发展的生态环境。 

医疗行业内跨业合作频频，“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强强联合，发挥各自行业领域优势、企业品

牌效应，形成创新医疗生态圈，促进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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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069,571.61 1,349,604,046.26 3.59 1,290,503,728.3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1,245,581,541.50 1,192,905,095.43 4.42 1,170,797,639.54 



产 

营业收入 397,811,875.09 333,092,749.95 19.43 369,755,664.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2,472,408.71 99,636,077.03 12.88 105,132,379.7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8,207,777.43 90,882,587.82 -13.95 97,503,989.5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9,960,965.16 82,448,047.94 -51.53 79,827,109.3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27 8.54 

增加0.73个百分

点 
35.4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41 1.25 12.80 1.7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41 1.25 12.80 1.70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

（%） 

18.17 16.70 

增加1.47个百分

点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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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74,219.60 105,162,773.41 101,893,743.14 109,181,13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788,669.94 24,393,659.58 30,592,683.67 34,697,39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1,801,064.66 23,296,832.72 29,267,285.58 3,842,594.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45,410.33 7,732,073.82 -2,132,427.74 36,406,7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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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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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 5,296 



数(户)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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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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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无锡祥生投资有

限公司 
0 32,400,000 40.50 32,400,000 32,400,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莫若理 0 18,900,000 23.63 18,900,000 18,900,0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无锡祥鼎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0 4,200,000 5.25 4,200,000 4,200,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无锡祥同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0 1,800,000 2.25 1,800,000 1,800,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海御德科技有

限公司 
0 1,500,000 1.88 1,500,000 1,500,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无锡祥鹏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0 1,200,000 1.50 1,200,000 1,200,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文体健康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83,526 1,103,942 1.38 0 1,103,942 未知   其他 

国金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 
0 800,000 1.00 0 800,000 未知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兴

远优选 12 个月

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704,735 704,735 0.88 0 704,735 未知   其他 

叶栋华 49,092 380,000 0.48 0 380,000 未知   

境 内

自 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莫善珏、莫若理和陆坚系一致行

动人，莫若理控制祥生投资，陆坚控制祥鼎投资、

祥同投资和上海御德。(2)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的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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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权数

量 

表决

权比

例 

报告期内

表决权增

减 

表决权受

到限制的

情况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

股份 

1 无锡祥生投

资有限公司 
32,400,000 0 32,400,000 40.50 0 无 

2 莫若理 18,900,000 0 18,900,000 23.63 0 无 

3 无锡祥鼎投

资企业（有

限合伙） 

4,200,000 0 4,200,000 5.25 0 无 

4 无锡祥同投

资企业（有

限合伙） 

1,800,000 0 1,800,000 2.25 0 无 

5 上海御德科

技有限公司 
1,500,000 0 1,500,000 1.88 0 无 

6 无锡祥鹏投 1,200,000 0 1,200,000 1.50 0 无 



资企业（有

限合伙） 

7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文体健康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03,942 0 1,103,942 1.38 0 无 

8 国金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800,000 0 800,000 1.00 0 无 

9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富国兴远

优选 12 个

月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704,735 0 704,735 0.88 0 无 

10 叶栋华 380,000 0 380,000 0.48 0 无 

合计 / 62,988,677 0 62,988,67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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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811,875.09 元，同比增长 19.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2,472,408.71 元，同比增长 12.88%；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并

对中长期新技术进行预研储备，继续保持高比例的研发投入，全年研发费用共计 72,286,423.12

元，占营业收入 18.17%，较上年增长 29.93%；公司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加速营销体系建设及网点布局，全年销售费用共计 49,819,990.62元，占营业收入 12.52%，较上

年增长 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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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