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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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翁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万全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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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155,806.74 1,521,658,330.85 -1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066,815,608.36 1,226,498,334.77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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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6,761.79 -19,172,443.5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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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93,244.80 16,385,763.42 18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715,051.26 -16,427,035.1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890,918.03 -17,397,120.6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55 -3.3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 -0.1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4 -0.1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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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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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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784.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2.98  

所得税影响额 -239,779.55  

合计 1,824,1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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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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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康 21,872,760 13.22  质押 16,715,976 境内自然人 

陆平 8,943,500 5.41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严黄红 5,569,798 3.37  质押 5,230,000 境内自然人 

刘长羽 5,460,005 3.3 5,460,005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汪建华 5,297,064 3.2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

组合 
4,499,655 2.72  无 0 其他 

傅洪 3,033,730 1.83  无 0 境内自然人 

太仓树源咨询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2,923,824 1.77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2,337,300 1.41  无 0 其他 

横琴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分红委托 1 
2,248,402 1.36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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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康 21,872,760 人民币普通股 21,87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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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平 8,943,500 人民币普通股 8,943,500 

严黄红 5,569,798 人民币普通股 5,569,798 

汪建华 5,297,064 人民币普通股 5,297,06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4,499,655 人民币普通股 4,499,655 

傅洪 3,033,730 人民币普通股 3,033,730 

太仓树源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923,824 人民币普通股 2,923,824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337,3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7,300 

横琴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委托

1 
2,248,402 人民币普通股 2,248,40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创新

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46,372 人民币普通股 1,846,3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除翁康先生与严黄红女士为一致行动人之外，公司未知上述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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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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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较年初金额减少48,761.20万元，降低了53.78%，主要系报告期内有33,000.00万元货

币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及收购海口玛丽医院49%股权支付10,123万元所致。 

2）交易性金融较年初增加了33,000万元，增长了100%，主要系报告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

部分暂时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所致。 

3）预付账款较年初增长了781.13万元，增长了83.7%，主要系报告期内实施项目采购预付款增加

所致。 

4）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减少了1,069.47万元，降低了42.84%，主要系报告期内收购海口玛丽医院49%

股权意向金转为正式收购款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了221.76万元，增长了126.87%，主要系报告期内预缴企业所得税所

致。 

6）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了127.14万元，增张了177.67%，主要系报告期内大楼改造工程未完工所

致。 

7）开发费用较年初增加了535.78万元，增长了87.18%,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

投项目“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建设项目”的研发费用资本化所致。 

8）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减少了17.69万元，降低了11.11%，主要系报告期内本期装修款摊销减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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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了1,388.49万元,降低了57.67%，主要系报告期内发放了2020年度员

工年度奖金所致。 

10）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了844.73万元，降低了67.75%，主要系报告期内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所致。 

11）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减少了215.54万元，降低了32.57%,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了其他应付款项所

致。 

12）少数股东权益较年初减少了1,403.51万元,降低了93.94%，主要系报告期内收购海口玛丽医院

有限公司49%股权所致。 

13）营收收入较上年同期金额增加了3,070.74万元，增长了187.4%，主要系本期经营恢复至疫情

前水平及海口玛丽医院收入合并报表所致。 

14）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金额增加了634.62万元，增长了116.4%，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15）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金额增加了40.72万元，增长了57.46%，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增长较多所致。 

16）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金额增加了619.13万元，增长了62.59%，主要系本期经营恢复至疫情前

水平所致。 

17）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金额减少了475.44万元，减少了44.27%，主要系本期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募投项目“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建设项目”的研发费用资本化所致 

18）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金额减少了135.28万元，减少了115.27%，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长较多

所致。 

1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金额增加了597.57万元，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371.71万元所致。 

2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金额较少了43,309.43万元,主要系本期闲置资金购

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增加33,000万元及收购海口玛丽医院49%股权所致。 

2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金额减少了2,943.94万元,主要系本期新增短期借款

及公司回购股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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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翁康 

日期 2021年 4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