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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03                     证券简称：乐普医疗                   公告编号：2016-094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蒲忠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韫声

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乐普医疗 股票代码 30000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霞 

电话 010-80120666 

传真 010-80120776 

电子信箱 zqb@lepumedical.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1,675,949,656.56 1,332,018,311.95 2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377,454,382.25 288,037,210.87 3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370,924,299.21 273,937,748.82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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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9,031,155.30 92,230,684.42 278.4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2002 0.0568 252.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90 0.1774 23.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90 0.1774 23.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3% 8.81% -0.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89% 8.38%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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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9,442,529.11 7,729,892,449.30 -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4,447,083,647.14 4,806,898,710.90 -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5506 2.9599 -13.83%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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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490.4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750,650.15 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40,842.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37,451.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17,467.02  

合计 6,530,083.04 -- 

对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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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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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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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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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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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公司第七二五

研究所（洛阳船

舶材料研究所） 

国有法人 20.40% 355,614,824 0   

蒲忠杰 境内自然人 13.00% 226,622,576 173,685,876 质押 225,275,776 

WP MEDICAL 

TECHNOLOGIE

S, INC 
境外法人 7.11% 123,968,600 92,976,450 质押 8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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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菱信（上海）

资产－工商银行

－申万菱信共赢

2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0% 90,600,00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添富

医疗服务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5% 82,822,684 0   

中船重工科技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6% 49,849,887 0   

兴业全球基金－

上海银行－兴全

特定策略18号分

级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4% 49,600,000 0   

王云友 境内自然人 1.97% 34,356,532 34,356,532   

北京中关村国盛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9% 32,945,666 27,899,734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八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 30,579,53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蒲忠杰先生、WP MEDICAL TECHNOLOGIES,INC、申万菱信（上海）资产－

工商银行－申万菱信共赢 2 号资产管理计划、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兴全特定策略

18 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发现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35 号）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含子公司，下同）实现营业收入167,594.97万元，同比增长25.82%；

实现营业利润47,439.10万元，同比增长32.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745.44万元，同比增长31.04%，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092.43万元，同比增长35.40%；综合考虑剔除新增乐普药业40%股权、艾德康75.40%股

权、宁波秉琨63.05%股权、护生堂100%股权对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贡献及支

付相应股权款的资金成本影响后，测算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064.29万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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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21.74%；在报告期内，公司严控原料药的票据结算节奏，制剂药品的资金回流较快，

控制器械板块终端医院及代理商信用额度，实现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大幅增长，由2015年

9,223.07万元增长到2016年的34,903.11万元，增幅为278.43%。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735,944.25万元，较期初下降4.7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为444,708.36万元，较期初下降7.49%。主要系收购乐普药业剩余40%股权和新东港2.945%

股权，收购对价大于被收购方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净资产份额相应冲减资本公积60,451.63万

元。 

 报告期内，公司医疗器械持续稳定增长、药品快速增长、医疗服务持续推进、策略性业

务完善布局，公司整体发展势头良好。各板块业务情况如下： 

一、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板块是公司权重最大的板块。其中，自产高值耗材产品的国内销售稳定增长，

基层医院介入诊疗业务、体外诊断产品快速增长，血管吻合器提升了公司外科器械领域的业

绩，以上业务的发展保障了医疗器械板块的持续增长。同时，海外业务也对业绩增量有所贡

献。报告期内，医疗器械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04,191.62万元，同比增长25.04%；实现净利润

31,299.28万元，同比增长23.67%。 

    1、自产耗材产品 

公司自产耗材产品主要包括支架系统、封堵器、起搏器及外科器械等高值耗材产品，上

述产品先后完成了在河南、湖南、广西、江西、辽宁、福建、云南、新疆、江苏、浙江、山

东、安徽（挂网）、吉林、内蒙、四川、重庆（挂网）、陕西等地区的招标工作。报告期内，

支架系统系列产品（含基层医院介入诊疗业务及外贸业务带来的支架销售）实现营业收入

50,328.09万元，同比增长15.99%。此外，封堵器系列产品实现营业收入5,390.90万元，同

比增长4.26%，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国产单腔起搏器产品实现营业收入696.22万元，同

比增长8.90%；新增吻合器等外科手术器械实现营业收入5,810.14万元；海外业务方面，公

司自产高值耗材产品实现营业收入5,502.35万元，同比增长20.06%。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核心器械产品的研发及注册工作，完全可降解聚合物支架项目

现处于随机对照试验临床随访阶段，预计三季度完成单组临床植入，试验进展顺利；植入式

双腔心脏起搏器项目已完成了国家药监局器械审评中心的技术审评；左心耳封堵器项目已经

完成临床植入，开展后续临床随访工作；冠脉药物球囊项目目前开展临床试验相关工作。 

      2、基层医院介入诊疗及心血管科室合作共建业务 

分级诊疗作为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之一，以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引导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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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医疗资源下沉，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缓解基层病患求医难等问题。公司通过“心血管疾

病服务基层行”的创新模式，为各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建立介入导管室及心血管科室合作共建提

供支持，依托医生专家资源，指导、培养当地医师团队，并提供介入诊疗所需器械耗材、药

品及医疗服务，从而带动了基层心血管疾病诊疗水平的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制基于动态数字平板影像探测器技术的新型医用血管造影X射线

机（Vicor-CV100），取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该款设备的应用将进一步提高国产血管造影

设备的技术水平，作为公司医疗器械板块的重要产品之一，将实现公司血管造影设备在高端

医疗机构的覆盖，同时将进一步促进县级医院介入导管室和心血管科室合作共建心脏中心的

建设进程，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介入诊疗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20余家县级医疗机构合作共建介入导管治疗室，该业务实现营业收

入20,127.17万元，同比增长78.18%，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 

3、体外诊断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IVD板块，在产品研发、营销网络建设等方面，实现了POCT体

外诊断业务与高端医疗检测设备业务的进一步融合，良好的发挥了IVD板块的协同效应。 

公司继续加强高通量测序、荧光定量检测等分子诊断研发平台系列产品的研发，不断拓展

酶免、化学发光等免疫诊断系列产品的研发。在诊断试剂方面，公司开展的血糖、血脂、荧

光等系列产品已完成注册检验；基于艾德康全自动管式化学发光仪而研发的甲功系列产品已

完成注册检验，处于临床验证阶段。在设备方面，干式荧光定量分析仪、血糖/血酮/尿酸三合

一检测仪、全自动管式发光免疫分析仪等设备正在进行注册审核。上述新产品的逐步推出，

将进一步拓展IVD领域的产品线，为该业务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保障。报告期内，公司体外

诊断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0,219.46万元，同比增长143.72%。 

4、医疗产品代理配送业务 

    公司依托乐普医电医疗产品代理配送业务，努力打造国内优质的心血管高端医疗产品代

理配送平台。报告期内，通过调整代理配送业务产品结构，积极拓展高毛利率产品，公司综

合医疗产品代理配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6,958.22万元,同比下降7.28%。 

二、药品 

药品板块是公司目前成长最快的板块。公司通过优化整合药品板块营销体系，积极拓展药

店OTC销售渠道，持续加强核心药品市场推广的同时，继续完善药品板块的产品及股权结构，

发挥制药子公司在品种结构、研发和生产资源上的优势互补，实现了药品板块的高速增长。

报告期内，药品板块实现营业收入55,103.16万元，同比增长26.16%，实现净利润14,9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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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同比增长81.11%。扣除少数股东损益的影响后，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513.04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收购乐普药业40%股权，全资控股后更加突显了其核心制剂抗血

栓药物硫酸氢氯吡格雷片作为公司战略性产品的地位。该产品先后完成在北京、天津、山东、

山西、浙江、福建、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河北、上海等地的招标，中标省份已全面开

展销售工作。报告期内，乐普药业实现营业收入25,233.21万元，同比增长118.62%，实现净

利润12,609.16万元，同比增长139.21%，拉动了药品板块收入和利润的整体增长。综合考虑

公司对乐普药业销售业务的协同管理成本，乐普药业对公司整体净利润贡献为9,901.48万元，

同比增长93%。 

报告期内，新东港持续加大对制剂业务的投入，其核心制剂降血脂药物阿托伐他汀钙片

先后完成在北京、云南、吉林、广东、湖北、湖南、浙江、上海、福建、河南、山西、山东

（挂网）、四川（挂网）等地的招标，目前中标省份已全面开展销售工作，产品销售状况良

好。报告期内，新东港实现营业收入28,796.09万元，其中制剂业务实现营业收入6,486.22万

元、同比增长105.52%，原料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2,309.88万元、同比下降20.90%。新东

港通过调整原料药的产品结构，增加高毛利产品销售比重，其原料药毛利率水平较上年同期

提高9.82个百分点。报告期内，新东港实现净利润5,068.35万元，同比增长44.17%。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乐普药业全资并购美华制药，获得抗高血压类复方药物氯沙坦钾氢

氯噻嗪片，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抗凝、降脂、降压等心血管药品供应平台的建设。与单一药品

成分相比，该药品降血压效果更为显著，美华制药拥有该品种的全国独家规格，并已在上海、

广东、浙江、重庆等地区完成招标工作。公司将有效整合乐普药业与美华制药的优势资源，

实现药品营销网络的进一步融合，发挥良好协同效应，尽快实现公司业绩的进一步提升。 

药品质量一致性评价是公司药品研发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司系统整合内外优势资源，全

力快速推进战略核心品种的一致性评价工作。报告期内，硫酸氢氯吡格雷、阿托伐他汀钙等

产品的药学研究及处方工艺优化研究进展顺利。 

三、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板块是公司心血管大健康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通过与国内著名医疗机

构和医生合作，布局乐普心血管三级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发挥第三方检测、家庭医生等服务

的强协同效应，打造高端医疗资源与基层患者需求的对接通道；形成与心血管专科医院、基

层县医院介入导管室及心血管科室共建业务互为补充的覆盖心血管疾病检验预防、诊断咨询、

转诊导医、术后管理的医疗服务体系。报告期内，医疗服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5,502.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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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83.48%，主要业务进展情况如下： 

作为公司在精准医疗领域的重要布局，乐普基因于2016年2月29日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其将借助在资本市场的优势，加快实现成为以分子诊断为核心的涵盖试剂研发、销售和检验

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链平台型企业的战略目标。报告期内，乐普基因四项心血管个体化用药分

子诊断试剂产品ALDH2、CYP2C9、CYP2C19、VKORC1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新获得注册

证，其主要用于硫酸氢氯吡格雷、华法林等精准用药指导；在研项目Ultra-NIPT（加强版无

创产前基因检测）、APOE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他汀类药品用药指导）； UGT1A1基因突

变检测试剂盒（伊立替康用药指导）研发进展顺利。通过加大市场推广、拓展销售渠道，无

创产前基因检测项目（NIPT）等检测服务增长迅速。报告期内，乐普基因实现营业收入

4,004.30 万元，同比增长53.71%。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一键式”家庭医生服务和健康体检业务的市场推广工作，已

安装完成“一键式”智能呼叫终端设备五千余台，实现营业收入1,742.95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已签约药店诊所三百余家，接受远程医疗服务患者两万余人。通过医学

专家支持系统，提供了近二十万个400电话医疗咨询服务。为更好服务于广大基层患者，公

司拟通过三年建设，进一步完善乐普心血管网络医院，布局五个省级区域性心血管网络医院

和1500个辐射县镇的药店诊所，实现覆盖全国的心血管三级远程医疗服务平台。报告期内，

网络医院仍处于投入建设期，尚未实现营业收入，相关成本费用1,932.44万元。 

四、策略性业务 

策略性业务是公司探索新产品、新领域，进行前瞻性、多元化战略布局的重要手段，是

公司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保障公司未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主要包括移动

医疗、金融业务及小股权投资三部分内容。 

1、移动医疗 

   公司持续推进智能医疗设备的研发注册工作。报告期内，完成智能蓝牙血糖仪、智能电子

听诊器、肝纤维化检测仪等设备的研发及临床工作，进入注册审评阶段；完成血脂检测仪、

动脉硬化仪等设备的研发，正在开展临床试验。 

   心脑血管互联网社区建设工作正常推进。截至报告期末，同心APP及微信公众号注册及关

注用户达到17万人，活跃用户1.5万人。 

护生堂电商平台拓展线下及实体店铺的覆盖范围，稳步提升运营能力。报告期内，实现营

业收入1,865万元。 

报告期内，移动医疗业务仍处于培育期，相关各项投入共计3,425.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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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业务 

报告期内，乐普金控初步完成了组织架构的搭建、风控制度及风险控制模型建设等工作。

同时，开展集团下属公司、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及基层医疗机构的需求调研，为后续业务开展

做到有的放矢。报告期内，以部分省市二甲级以上公立医院为试点，开展了融资租赁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867.50万元。 

3、小股权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睿健医疗18%股权，战略布局慢性肾病血液净化领域，实现对医疗

器械产品线的纵向延伸。睿健医疗现筹划在新三板挂牌，截至报告期末申请材料已获受理。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设立精准医疗创新投资基金，并通过该基金投资美国Quanterix公司

5.35%股权。该公司研发的超高精密蛋白检测技术，是液体活检领域中最新应用技术，公司

将积极与美国Quanterix公司讨论推进该技术在我国的落地和推广。 

    报告期内，除上述四大业务板块外，母公司发生的财务费用影响额为1,736.37万元。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分行业       

医疗器械板块 1,041,916,184.01 389,613,324.69 62.61% 25.04% 28.66% -1.05% 

其中：自产耗材

产品 
568,867,675.16 96,010,978.47 83.12% 14.81% 12.02% 0.42% 

其中：新型介入

诊疗业务 
201,271,653.83 131,186,248.94 34.82% 78.18% 95.53% -5.78% 

其中：医疗产品

代理配送 
169,582,222.84 127,080,863.96 25.06% -7.28% -9.48% 1.82% 

药品 551,031,557.24 226,174,620.71 58.95% 26.16% -16.18% 20.73% 

分产品       

支架系统 503,280,891.54 84,334,955.60 83.24% 15.99% 9.09% 1.06% 

药品-原料药 223,098,755.20 158,943,436.52 28.76% -20.90% -30.48% 9.82% 

药品-硫酸氢氯

吡格雷 
210,484,975.22 33,053,220.65 84.30% 137.73% 67.26% 6.62% 

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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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1,444,559,024.82 525,045,826.80 63.65% 37.04% 25.47% 3.35% 

海外 231,390,631.74 143,268,212.21 38.08% -14.31% -26.92% 10.6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报告期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167,594.97 万元，同比增长25.82%，主要系报告期公

司医疗器械板块中的自产耗材产品、基层医院介入诊疗业务、体外诊断产品及药品板块的销

售规模扩大所致。 

（2）公司报告期实现的营业成本为 66,831.40万元，同比增长8.04%，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业

务增长导致成本增加；同时由于高毛利产品在业务收入中所占比例提升，整体毛利率水平与

去年同期相比有所提高。 

（3）公司报告期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745.44万元，同比增长31.04%，

除收购乐普药业40%股权的影响外，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医疗器械和药品板块业务增长实现的

利润增加所致。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新增北京建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医汇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乐普（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及乐普（深圳）国际发展中心有限公司四家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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