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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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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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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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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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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66 元（含税）。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0 年年报审计的总股本

165,463,488 股，扣减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2,337,300 股{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 日披露的《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共计 163,126,18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照每 10 股派发

现金股利 0.66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0,766,328.41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

公司 2020 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例为 30.38%。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

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

具体调整情况。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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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迪科技 60399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绍安 姚昕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归家巷222号 苏州工业园区归家巷222号 



电话 0512-62628936 0512-62628936 

电子信箱 suzhoumedi001@medicalsystem.cn suzhoumedi001@medicalsyste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是以临床医疗管理信息系统（CIS）系列应用软件产品和临床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为核心

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在 2019 年，公司通过成功收购玛丽医院，开始进入辅助生殖医疗服务领域，

建立了医疗 IT 和医疗服务的业务布局，致力于打造在医疗 IT 及辅助生殖服务领域共同发展的公众

公司。 

（1）医疗 IT 板块 

目前，公司的核心产品主要包括两大类：（1）DoCare 系列临床医疗管理信息系统应用软件，

主要包括麻醉临床信息系统、重症监护（ICU）临床信息系统、院前急救信息系统、血液净化信息

系统和临床路径信息系统等；（2）临床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主要包括 Dorico 数字化手术室整体

解决方案和 Dorico 数字化急诊急救平台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以数字化医院为目标，以临床应用为基础，以患者为中心，通过与医院现有信息系统及

多种床边监护设备的无缝集成，实现各类设备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共享；通过信息技术与临床知识

库的结合，实现向导式辅诊和预警功能；通过高清实时手术视频视教系统，实现远程会诊、手术

观摩；在上述临床数据的采集、传输、展现和存储的基础上，公司正致力于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和

挖掘实现智能医疗辅助决策的目标。公司业务的核心价值在于帮助医护人员有效控制医疗质量，

规范和优化工作流程，减少或避免医疗差错，改善医患关系，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医院科研、决

策和管理的整体水平，实现智慧医疗。 

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医疗机构。经过多年的积累，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终端用户已覆盖

全国 32 个省份，约 1,900 家医疗机构，其中三级甲等医院超过 500 家。为了发现和快速响应客户

需求，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公司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公司在临床信息化市场已经形

成了明显的先发优势并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2）生殖医学医疗服务板块 

玛丽医院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现代化民营专科医院，技术力量主要体现在生殖医学科、妇

科和男科三大领域，根据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同意海口玛丽医院医学生殖中心“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试运行的批复（琼卫审函【2015】4 号）的相关内容：海口玛丽医院生殖医学科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获得夫精人工受精（AIH）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和卵胞内单精子

显微注射技术（ICSI）的试运行资质；并在 2016 年 4 月 28 日经省卫生计生委核准（琼卫审函【2016】

20 号），准予正式运行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夫精人工受精（AIH）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IVF-ET）和卵胞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ICSI）。截止本报告期末，医院总资产 3,762.71 万元、

净资产 3,053.42 万元、营业收入 3,843.08 万元、净利润 1,341.43 万元。2020 年，玛丽医院共计完

成 917 例取卵周期，较去年同期增长 46.96%；共计完成 672 例移植周期，较去年同期增长 5%。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研发、销售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及自身情况，独立进行生产经营

活动。 

1、采购模式 

（1）医疗 IT 板块 

公司开展业务所需的硬件产品主要包括医用平板电脑、移动电脑推车、医用支架和电脑吊臂

等医用设备，以及服务器、电脑及配件和网络设备等 IT 设备；所需软件产品主要是设计开发工具



软件及其他软件等。公司制定供应商管理体系和物资采购流程体系，由采购部负责实施。 

（2）生殖医学医疗服务板块 

公司开展业务所需要的产品主要包括医疗设备、药品、诊疗试剂及相关耗材等。公司制定供应

商管理体系和物资采购物流体系，由采购部负责实施。 

2、生产和服务模式 

公司的业务类型分为自制软件、整体解决方案、外购软硬件销售、运维服务和医疗服务。 

（1）对于自制软件，公司在成熟产品基础上进行安装调试。安装前，销售人员与实施人员就

合同内容与实施项目经理交接。开始实施后，实施人员对客户需求进行详细调研，根据合同约定

确定客户需求；在客户环境中安装公司软件产品，上线试运行；通过对客户主要软件使用人员的

培训，在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完成产品的验收等过程。 

由于各医疗机构的医疗文书存在一定的差异，管理报表也存在一定的个性化需求，所以公司

部分客户在安装前对产品进行定制化开发。 

（2）对于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在对客户需求和应用环境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既有的解决

方案确立整个项目建设的具体方案，然后进行软硬件产品采购、项目现场实施，必要时对所应用

的软件进行二次开发或客户化。 

（3）外购软硬件销售主要是公司应客户要求，在项目实施的同时配套外购软硬件产品，一般

通过公司向第三方供应商采购然后销售给客户完成。 

（4）运维服务主要是向客户提供系统维护、产品升级和技术支持等方面的服务，根据合同约

定进行实施。 

（5）生殖医学医疗服务：以患者为中心的“保姆式”接诊模式，每位患者都由一名主治医生

全流程跟踪治疗周期。这种模式有利于医生增强对患者的了解程度，提升诊疗质量，提高治疗成

功率。 

3、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直销方式，直销方式包括直接向医疗机构的销售和向非医疗机构的销售两种情况，

最终用户均为医疗机构。在向医疗机构销售的情况下，公司主要通过直接参加医疗机构的招标和

采购活动来取得业务合同。在向非医疗机构销售的情况下，非医疗机构客户根据其取得的具体项

目需要,主要通过协议采购方式向公司采购相应产品或服务，公司与其直接签订销售合同。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 

医疗 IT 方面；根据中国证监会 2020 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所处行业为“I 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公司所处的细分行业为医疗

卫生领域应用软件行业，即医疗信息化行业。 

医疗服务方面：根据中国证监会 2020 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玛丽医院属于“Q 卫生和社

会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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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521,658,330.85 760,265,101.93 100.15 717,212,623.80 



营业收入 308,078,554.18 333,116,193.35 -7.52 284,276,87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5,442,722.71 46,887,055.64 -24.41 55,479,61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5,812,050.75 38,990,774.63 -33.80 39,554,22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226,498,334.77 498,765,110.77 145.91 472,361,47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0,479,244.99 22,040,765.54 355.88 48,670,471.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32 -25.00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32 -25.00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66 9.68 减少4.02个百分

点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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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85,763.42 72,686,320.83 80,568,589.10 138,437,88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427,035.13 8,718,328.18 9,476,366.50 33,675,06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7,397,120.67 7,870,778.81 8,992,882.45 26,345,51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172,443.55 22,952,621.53 -5,027,930.76 101,726,997.77 

 

1、公司季度收入、利润变化趋势波动较大的原因 

受公司客户特性影响，公司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以及收入的结构性差异，各产品线在各季

度的收入占比存在波动性，且产品线的盈利能力也不尽相同，而公司其他人力成本、差旅费用和

研发投入等在年度内较为均匀地发生。综上，使得各季度收入、利润变化趋势波动较大。 

 2、公司季度收入、利润、现金流的变化趋势不一致及波动较大的原因 

公司收入确认是根据不同产品线的收入确认原则确定的，而现金流是由客户付款条件和信用

账期所决定的，利润是根据权责发生制记录的一段时间公司的经营成果，这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

差异。 

同时，公司的客户群体特性导致的收入确认及回款时点的季节性波动，公司其他人力成本、

差旅费用和研发投入等在年度内较为均匀地发生及税费实际支付的时点滞后于收入确认的时点，

同时，公司在第四季度加大了督促下游客户回款额力度，使得第四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有所提

升，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公司季度收入、利润、现金流的变化趋势不一致及波动较大。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8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006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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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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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翁康 5,047,560 21,872,760 13.22   质

押 

10,338,883 境内

自然

人 

陆平 8,943,500 8,943,500 5.41   无   境内

自然

人 

重若（苏州）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6,449,900 6,449,900 3.90   质

押 

4,9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严黄红 -5,224,202 5,569,798 3.37   质

押 

5,230,000 境内

自然

人 

刘长羽 5,460,005 5,460,005 3.30 5,460,005 无   境内

自然

人 

汪建华 -127,293 5,297,064 3.2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三组合 

4,499,655 4,499,655 2.72   无   其他 

傅洪 -274,750 3,130,530 1.89   无   境内

自然

人 

太仓树源咨询管理 2,923,824 2,923,824 1.77   无   其他 



中心（有限合伙） 

横琴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分红委托 1 

318,862 2,248,402 1.36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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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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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807.8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7.52%，实现利润总额 4,857.3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9.9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4.27 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了 24.41%。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2020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7 家，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与上年

度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注销和转让 1 家，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