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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60                             证券简称：迈瑞医疗                         公告编号：2022-043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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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

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940,254,590.00 20.07% 23,295,830,669.00 2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814,681,784.00 21.40% 8,102,334,072.00 2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756,585,765.00 23.35% 8,003,679,421.00 22.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741,514,564.00 10.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3274 21.98% 6.6955 22.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3274 21.98% 6.6955 22.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1% 增加 0.72 个百分点 28.40% 增加 1.9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1,656,568,645.00 38,103,022,990.00 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30,201,453,970.00 26,952,803,219.00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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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311,602.00 6,076,03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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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08,280.00 124,325,3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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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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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1,378,189.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80,516.00 8,863,488.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9,197,239.00 19,212,44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140.00 19,624.00  

合计 58,096,019.00 98,654,651.00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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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信息  

（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6,79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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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Smartco 

Develop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26.98% 327,072,335 0   

Magnifice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24.49% 296,951,000 0 质押 47,86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83% 119,165,313 0   

Ever Union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4.41% 53,526,377 0   

深圳睿隆咨询

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5% 33,398,762 0 质押 250,199 

深圳睿福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9% 31,453,060 0 质押 190,662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医疗健

康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1% 13,492,485 0   

深圳睿嘉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5% 12,786,498 0 质押 402,071 

深圳睿享投资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5% 12,783,638 0 质押 372,34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新

兴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12,1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Smartco Development Limited 327,072,335 人民币普通股 327,072,335 

Magnifice（HK）Limited 296,95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951,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9,165,313 人民币普通股 119,165,313 

Ever Union（H.K.）Limited 53,526,377 人民币普通股 53,526,377 

深圳睿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3,398,762 人民币普通股 33,398,762 

深圳睿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1,453,060 人民币普通股 31,453,06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492,485 人民币普通股 13,492,485 

深圳睿嘉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12,786,498 人民币普通股 12,786,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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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 

深圳睿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2,783,638 人民币普通股 12,783,63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Smartco Development Limited、Magnifice (HK) Limited、深圳睿

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深圳睿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1）李西廷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深圳睿隆咨询服务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深圳睿福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并通过 Quiet Well Limited 间接

持有 Smartco Development Limited 的股权；（2）徐航作为有限合伙

人持有深圳睿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作为有限

合伙人持有深圳睿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同

时，徐航通过 Magnifice Limited 间接持有 Magnifice (HK) Limited 的

股权；（3）成明和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深圳睿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份额，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深圳睿福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担任深圳睿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睿安咨询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4）吴昊持有深圳睿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

伙人睿恒咨询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的股权，且担任睿恒咨询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持有深圳睿福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睿安咨询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的股权；（5）李西廷与徐航互为一致行动人。 

2、Ever Union（H.K.）Limited、深圳睿嘉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睿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成明和为

Ever Union（H.K.）Limited 唯一董事，并分别在深圳睿嘉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睿祥咨询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深圳睿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睿康咨

询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中担任执行董事；（2）吴昊持有深圳睿嘉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睿祥咨询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的股权、深圳睿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普通合伙人睿康咨询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的股权。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

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二）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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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业绩方面 

2022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29,583.0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13%。 

区域维度，随着上半年地方政府发行的医疗专项资金逐步到位，医疗新基建的推进持续对国内市场

的增长产生了重要的积极贡献，加上三季度疫情对常规业务的影响环比二季度有所改善，国内市场报告

期内实现了快速增长。虽然海外市场面临着复杂困难的经济形势，但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强大的性价

比优势、进一步完善的海外营销体系，海外在高端客户突破上持续实现实质性进展，其中北美和发展中

国家在报告期内完成了快速增长。 

产线维度，受益于海外常规试剂业务的完全复苏和重磅仪器的亮眼装机表现，体外诊断业务报告期

内实现了高速增长，其中化学发光引领增长。全新高端超声 R 系列和全新中高端超声 I 系列迅速上量带

来了海内外高端客户群的突破，使得医学影像业务报告期内完成了快速增长。通过国内医疗新基建和海

外高端突破的持续推进，生命信息与支持业务报告期内维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增速逐季度环比提升，

其中微创外科业务实现了翻倍增长。 

2022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0,233.4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60%。 

未来，公司将继续聚焦三大业务领域，积极拓展高增长潜力的种子业务，全面加强产品研发创新、

加快国际营销体系变革和深化海外本地化建设等多方面综合能力，抓住国内医疗新基建和海外全面高端

突破的重大机遇，持续提升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和市场渗透率；同时，继续提升内部管理质量，改善经营

效率，以使得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长期持续的健康增长。 

2.  研发方面 

公司继续保证高研发投入，产品不断丰富，技术持续迭代，尤其在高端不断实现突破。2022 年第

三季度，在体外诊断领域，公司推出了可溶性白细胞分化抗原 14 亚型及白细胞介素六化学发光试剂、

EU 8600 全自动尿液分析流水线及配套试剂等新产品。在医学影像领域，公司推出了 POC 超高端平板

彩超 TEX20、基层彩超解决方案 Consona N9/8/7/6、专业眼科彩超“决明 ZS3 Ocular”、无创定量肝超仪

“飞蓟 Hepatus 6/5”、 新双立柱固定 DR DigiEye 330/350 系列等新产品。在生命信息与支持领域，公司

推出了 TMS30 和 TMS60 Pro 遥测产品、易监护 2.0 生态系统、腹腔镜配套器械、一次性结扎夹等新产

品。 

公司注重通过专利来保护自主知识产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共计申请专利 8349 件，其中发

明专利 5958 件；共计授权专利 3919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1842 件。 

3. 可持续发展方面 

迈瑞医疗怀抱着“成为守护人类健康的核心力量”的愿景，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化企业战略与社

会责任的有机融合。公司建立了包括董事会战略与社会责任委员会，环境、社会与管治（ESG）执行委

员会在内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为更好地执行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公司对 ESG 执行委

员会作出调整，围绕迈瑞医疗可持续发展策略六大议题，建立规范企业治理、创新驱动未来、业务链协

同发展、推动绿色发展、可持续职场、共同富裕六大子委员会。拉通各业务、职能部门，统筹、落实相

关工作，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牢牢扎根于业务活动的全价值链，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1）普惠医疗 

迈瑞医疗以“普及高端科技，让更多人分享优质生命关怀”为使命，加强基础医疗设施建设和人才培

养，让更广大的民众便捷地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2022 年 9 月，公司通过黑龙江省慈善总会向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捐赠价值 5100 余万元的医疗

设备，从远程诊疗、院前急救、精准医疗和检验医学四个方面补强当地医疗设备短板。157 套 5G 远程

超声诊断系统、200 台自动体外除颤仪（AED）、100 套初次全髋关节置换系统、157 套检验设备，将

定向用于黑龙江省 230 余家医疗机构及其他公共场所，助力提升黑龙江省医疗设备水平、远程医疗服务

能力、边境地区和基层的医疗服务质量，更好地维护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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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县域医共体建设，学习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迈瑞医疗自 2019 年起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

卫生健康系统管理者能力提升项目。自 2021 年起，公司借助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医疗资源优势，

面向全国开展多种形式的医学教育和培训，提升基层卫生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自 2019 年

项目开展以来，来自全国 17 个省份 1240 个县级行政区的基层卫健委、中医、妇幼及基层医疗机构管理

人员参与，培训总数达 2254 人次。2022 年前三季度，公司共举办 21 期基层卫健委卫生管理人员培训

班，培训 912 人次，其中举办 3 期优质服务基层行线上直播，每期观看超 10 万人次。 

“迈瑞规范化实验室百城联动”项目面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卫生院、区域医疗中心等，推动建设

规范化实验室，助力乡村医疗水平与发达地区接轨，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实验室检测、诊疗、运营能

力，实现基层医疗机构实验室管理体系、检测流程、生物安全等方面的规范化。2022 年前三季度迈瑞

已建设 185 家规范化实验室，全年计划建设 300 家。 

（2）产学研医合作 

迈瑞医疗聚焦医疗器械相关领域的重大技术问题及难题，联合高校、专家及产业，跨界交融，组织

参与行业交流、解决医学难题，提升技术创新。2022 年前三季度，公司共举办国际培训和学术交流活

动超过 300 场，涉及产品、技术应用培训和最新临床话题研讨，覆盖近 15 万人次。公司与摩洛哥哈桑

一世大学（L'UNIVERSITÉ HASSAN 1er）于 7 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人才联合培养、国际交

流与经验分享、协同发展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9 月，公司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病理解剖学系

达成合作，为学院提供医学影像设备，助力课堂演示和学术实操培训。南非第一所迈瑞超声培训学校暨

盆底研究中心也于 9 月在南非排名前五的公立教学医院 Groote Schuur Hospital 挂牌，双方将以超声培训

为支点，加强专项技术推广和教学培训。 

（3）普及 AED 

迈瑞医疗关注公众生命安全，致力于普及急救意识，使用 AED 提升急救技能。2022 年前三季度，

公司向合作伙伴捐赠 AED 设备 636 台。直接或间接推动急救培训参与人数超 40 万人。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迈瑞 AED 已在中国累计成功救治 135 名公共场所心脏骤停患者。 

报告期内，公司联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发布《中国 AED 大众认知白皮书》。白皮书调

查和分析了中国 AED 普及在社会化媒体中的传播热度和时空分布、影响公众接受 AED 培训意愿的因

素和不同主体参与 AED 培训的方式等内容。公司首次从“健康传播”的学术研究角度，系统思考 AED 急

救议题，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中国 AED 急救现状，促进 AED 普及。 

（4）践行公益 

中华慈善总会于 2011 年发起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旨在救助贫困家庭、少数民族地区的先心病患

儿。慈善总会协同各地民政局、慈善会对当地 0-18 周岁疑似先心病儿童摸底、登记，组织医疗专家深

入当地进行筛查，协调符合手术指征的患儿前往爱心医院，接受免费的手术治疗，直至其康复出院。项

目至今已筛查 56 万名儿童，为其中近 4000 名先心病患儿实施了手术治疗，已全部康复出院，投入手术

费用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迈瑞医疗加入 2022 年救助行动，为全国各站筛查活动提供移动彩超设备和

技术支持，用产品和技术守护童心。2022 年已参与河北顺平、山东临沂两地筛查，为 120 名疑似患儿

进行了先心病筛查。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迈瑞动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北京太大犬

流浪救助基地捐赠价值 15.5 万的动物医疗设备，覆盖小型动物医院诊断、治疗和手术设备需求，通过

一站式“动物诊疗车”解决方案，提升动物保护机构与基层社区的医疗救护和防疫能力。 

4. 报告期内发生的其他重要事项概述 

截至 2022 年 7 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光明生产基地扩建项目”、“研发创

新平台升级项目”、“营销服务体系升级项目”、“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运营资金项

目”和“迈瑞南京生物试剂制造中心建设项目”等六个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注销完成。具体内

容详见 2022 年 7 月 12 日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

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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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 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09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 月 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438,778,825.00 15,361,062,758.0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9,820,000.00 

应收票据 59,560,412.00 131,697,681.00 

应收账款 3,045,133,093.00 1,658,675,548.00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304,305,634.00 237,870,214.0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77,466,407.00 126,035,180.0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4,151,689,768.00 3,565,329,699.00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30,369,900.00 26,369,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239,336,629.00 217,989,794.00 

流动资产合计 23,446,640,668.00 21,334,849,874.00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38,936,731.00 34,545,215.00 

长期股权投资 61,595,442.00 26,356,4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43,842,444.00 45,256,251.00 

固定资产 3,976,390,095.00 3,771,794,343.00 

在建工程 1,492,548,112.00 1,126,309,549.0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238,641,546.00 233,244,486.00 

无形资产 1,905,882,351.00 2,061,210,179.00 

开发支出 221,174,009.00 140,061,226.00 

商誉 4,244,778,791.00 4,218,327,427.00 

长期待摊费用 87,750,579.00 84,174,207.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655,953,373.00 596,428,529.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5,242,434,504.00 4,430,465,304.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209,927,977.00 16,768,173,116.00 

资产总计 41,656,568,645.00 38,103,022,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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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740,073,159.00 2,281,108,321.00 

预收款项 396,655.00 231,787.00 

合同负债 1,691,681,458.00 2,408,192,187.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2,471,326,277.00 1,771,044,552.00 

应交税费 576,087,092.00 473,651,796.00 

其他应付款 1,512,738,318.00 1,309,047,185.0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7,909,340.00 85,084,923.00 

其他流动负债 342,823,085.00 300,712,562.00 

流动负债合计 9,433,035,384.00 8,629,073,313.00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149,176,379.00 152,152,581.00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1,198,923,522.00 1,811,731,273.00 

预计负债 221,574,747.00 186,766,880.00 

递延收益 83,223,607.00 105,094,391.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80,871,831.00 200,435,312.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170,114,145.00 49,723,249.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03,884,231.00 2,505,903,686.00 

负债合计 11,436,919,615.00 11,134,976,999.0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212,441,394.00 1,215,691,266.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7,410,154,847.00 8,152,584,784.00 

减：库存股 999,990,786.00 999,990,786.00 

其他综合收益 -284,868,599.00 -409,739,649.00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07,845,633.00 607,845,633.0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2,255,871,481.00 18,386,411,971.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0,201,453,970.00 26,952,803,219.00 

少数股东权益 18,195,060.00 15,242,772.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219,649,030.00 26,968,045,991.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1,656,568,645.00 38,103,022,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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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西廷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昊                                           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云 

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23,295,830,669.00 19,391,512,275.00 

其中：营业收入 23,295,830,669.00 19,391,512,275.0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4,437,026,207.00 12,115,799,891.00 

其中：营业成本 8,316,354,537.00 6,669,808,681.0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253,765,096.00 215,416,690.00 

销售费用 3,330,466,118.00 2,843,620,647.00 

管理费用 930,890,537.00 843,578,919.00 

研发费用 2,087,379,869.00 1,629,357,944.00 

财务费用 -481,829,950.00 -85,982,990.00 

其中：利息费用 7,621,126.00 6,259,960.00 

利息收入 253,207,330.00 314,322,694.00 

加：其他收益 438,078,701.00 418,007,664.0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3,977,153.00 -2,089,534.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3,977,153.00 -2,089,534.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1,378,189.00 -4,436,067.0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10,246,450.00 -28,425,820.00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48,267,298.00 -66,421,650.0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6,076,030.00 2,851,260.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219,090,103.00 7,595,198,237.00 

加：营业外收入 27,956,207.00 16,756,726.00 

减：营业外支出 18,774,444.00 28,519,592.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9,228,271,866.00 7,583,435,3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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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减：所得税费用 1,122,487,053.00 918,108,659.0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8,105,784,813.00 6,665,326,712.00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8,105,784,813.00 6,665,326,712.00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8,102,334,072.00 6,662,883,207.00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

填列） 
3,450,741.00 2,443,505.00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4,871,050.00 -100,511,059.00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124,871,050.00 -100,511,059.00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

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

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124,871,050.00 -100,511,059.00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24,871,050.00 -100,511,059.00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8,230,655,863.00 6,564,815,653.00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8,227,205,122.00 6,562,372,148.00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3,450,741.00 2,443,505.00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6.6955 5.4816 

（二）稀释每股收益 6.6955 5.4816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 

法定代表人：李西廷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昊                                           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云 

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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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3,629,840,241.00 19,216,268,567.0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506,338,256.00 393,243,758.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94,214,999.00 313,841,042.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530,393,496.00 19,923,353,367.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901,005,120.00 6,393,963,456.0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983,953,719.00 4,171,583,188.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46,489,990.00 2,019,907,390.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57,430,103.00 1,240,915,35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788,878,932.00 13,826,369,38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41,514,564.00 6,096,983,983.0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71,736,485.00 17,367,606.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6,680,800.00 105,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8,417,285.00 122,367,606.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316,317,514.00 1,026,406,638.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36,5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3,519,676,951.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32,750,207.00 51,680,8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85,567,721.00 4,597,764,389.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7,150,436.00 -4,475,396,783.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2,433,1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2,433,1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40,732,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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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4,233,373,015.00 3,039,228,165.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498,453.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88,320,801.00 1,072,203,245.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321,693,816.00 4,552,163,528.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69,260,716.00 -4,552,163,528.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86,828,575.00 -123,360,257.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98,068,013.00 -3,053,936,585.0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132,728,506.00 15,722,513,481.0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234,660,493.00 12,668,576,896.00 

（二） 审计报告 

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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