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CC4488 2020 年 9 月 2 日 星期三

（上接C47版）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23,177,512.78 463,665,906.13 417,548,442.92
收到的税费返还 5,960,627.20 81,907.4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715,511.91 6,617,644.92 1,255,269.2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33,853,651.89 470,283,551.05 418,885,619.62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9,889,711.26 216,708,737.73 192,556,592.4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93,685,387.49 79,035,442.42 71,971,582.3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7,347,835.63 25,328,562.05 26,581,582.9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596,572.65 46,786,355.19 42,232,138.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11,519,507.03 367,859,097.39 333,341,896.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334,144.86 102,424,453.66 85,543,723.4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24,050,000.00 93,000,000.00 160,1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772,805.55 1,350,880.44 457,115.74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818,452.22 265,7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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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0,750.00 95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2,962,007.77 94,616,588.16 161,507,115.74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02,297,172.07 35,865,026.51 12,516,282.67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4,000,000.00 94,406,377.00 96,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320,75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3,617,922.07 130,271,403.51 108,516,282.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655,914.30 -35,654,815.35 52,990,8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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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00 46,330,000.00 1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000,000.00 46,330,000.00 1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70,000,000.00 16,330,000.00 55,000,000.00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50,685,133.85 255,387.58 66,430,754.80

其中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25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2,935,133.85 16,585,387.58 121,430,754.8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935,133.85 29,744,612.42 -111,430,754.8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103,916.58 2,397,069.54 -4,701,347.5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1,152,986.71 98,911,320.27 22,402,454.1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6,471,984.01 87,560,663.74 65,158,209.6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5,318,997.30 186,471,984.01 87,560,663.74

（二）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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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01.70 125,205.79 -249,723.24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 、减免 1,191,512.69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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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8,117.76 5,927,705.52 787,105.3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合并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 ，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772,805.55 -5,496.56 457,115.7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2,258.63 -772,784.77 -442,464.7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917,025.00 -21,897,015.69
小计 4,087,475.67 3,357,604.98 -21,344,982.62
减：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表
示 ） 621,207.85 806,001.17 80,504.24

少数股东损益 （税后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3,466,267.82 2,551,603.81 -21,425,486.86

注：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企业减负降本
政策（2019年第一批）的通知》（浙政办发 [2019]25号），2019年5-6月直接减免社会保险
费1,191,512.69元，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740,478.07元、 失业保险费26,453.46元、 医疗保险费
370,239.03元、工伤保险费27,888.69元及生育保险费26,453.44元。

（三）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负债率（合并） 24.40% 26.47% 23.1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24.18% 26.31% 22.94%
流动比率 （倍） 2.21 2.70 2.88
速动比率 （倍） 1.87 2.40 2.36

财务指标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5.41 5.34 5.25
存货周转率（次 ） 7.74 7.67 7.62
综合毛利率 44.42% 40.84% 41.84%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4,902.45 11,175.58 6,907.86
利息保障倍数 （倍） 199.76 358.11 42.12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元/
股 ） 2.04 1.71 1.43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1.19 1.65 0.37
每股净资产（元/股） 6.75 5.69 4.21
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除外） 占净
资产比例 0.43% 0.27% 0.19%

注：1、主要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账面价值。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账面价值。
综合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 100%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折旧+摊销， 利息支出是指财务费用中的

利息支出
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分母中的利息支出包含了资本化的

利息支出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股本
每股净现金流量=净现金流量/股本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年度末普通股份总数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净资产]� × 100%
2、上述指标除资产负债率标明母公司财务报表的数据为基础计算外，其余指标均以合并

财务报表的数据为基础计算。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财务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28,227.07 52.66% 32,713.92 70.45% 21,433.94 65.21%
非流动资产 25,377.04 47.34% 13,720.96 29.55% 11,435.55 34.79%

资产总计 53,604.11 100.00% 46,434.88 100.00% 32,869.49 100.00%

公司主要从事一次性医用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32,869.49万元、46,434.88万元和53,604.11万元；公司流动资产占比较高，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
总额的比例分别为65.21%、70.45%和52.66%。

2、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
入 54,751.41 99.01% 47,745.18 98.94% 42,917.56 99.51%

其他业务收
入 546.55 0.99% 510.00 1.06% 212.56 0.49%

合计 55,297.96 100.00% 48,255.18 100.00% 43,130.12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均在98%以上，主营业务突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
包括真空采血系统、 药品包装材料及实验检测类和体液采集类等一次性耗材的销售收入，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真空采血系统 20,183.83 36.86% 18,951.97 39.69% 17,490.67 40.75%
实验检测类 22,005.39 40.19% 16,906.14 35.41% 14,650.74 34.14%
体液采集类 5,919.54 10.81% 5,537.04 11.60% 4,577.23 10.67%
药品包装类 3,083.53 5.63% 3,163.59 6.63% 3,200.08 7.46%
医用护理类 2,011.39 3.67% 2,145.52 4.49% 2,002.12 4.67%
其他 1,547.72 2.83% 1,040.93 2.18% 996.73 2.32%

合计 54,751.41 100.00% 47,745.18 100.00% 42,917.56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长，收入结构总体较为稳定，其中来自于真空采血系
统、实验检测类耗材、体液采集类耗材以及药品包装材料的合计收入分别占2017年度、2018年

度及2019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93.01%、93.33%和93.50%，为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其他业务收入主要包括模具销售收入、包装材料的销售收入及房屋出租收入等。报告期

内，公司其他业务收入有所增长，分别占总收入的比例为0.49%、1.06%和0.99%，占比较小。
3、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33.41 10,242.45 8,554.3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65.59 -3,565.48 5,299.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93.51 2,974.46 -11,143.08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39 239.71 -470.1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115.30 9,891.13 2,240.25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2,317.75 46,366.59 41,754.84
收到的税费返还 596.06 - 8.1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71.55 661.76 125.5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3,385.37 47,028.36 41,888.56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988.97 21,670.87 19,255.6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368.54 7,903.54 7,197.16
支付的各项税费 2,734.78 2,532.86 2,658.1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59.66 4,678.64 4,223.2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1,151.95 36,785.91 33,33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233.41 10,242.45 8,554.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1,012.34 8,312.17 7,591.11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1.09% 123.22% 112.69%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占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的
比例分别为112.69%、123.22%和111.09%，说明公司整体盈利质量较好，经营活动创造现金流的
能力较强，2017年及2019年占比略低， 主要系公司当年增加购买原材料及劳务的现金流出较
多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299.08万元、-3,565.48万元和

-10,065.59�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支出主要为厂房建设、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购买理财等所支付的现金。2017年公司收回前期购买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导
致当年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正。2019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流出10,065.59�万元，主
要原因系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合计为10,229.72万元。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分别为-11,143.08万元、2,974.46万元和

-9,293.51�万元。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系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公司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偿还借款及利息、 支付股利所支付的现金。2017年度公司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出金额较大， 主要系当年合计支付股利6,500万元所致。2019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
流出合计12,293.51万元，主要原因系：1）偿还借款现金净流出7,000.00万元；2）支付股利和利息
合计支出5,068.51万元。

（五）股利分配情况
1、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为：
（1）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

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

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

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公司章

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

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2）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

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25%。
（3）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

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4）公司应当执行稳定、持续的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范

围。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董
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
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2、最近三年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2017年7月28日，拱东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派发

1,000.00万元（含税）现金股利。
2019年3月21日，拱东医疗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派发

5,000.00万元（含税）现金股利。
3、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 2019年2月2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 2019年3月21日公司2018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如果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申请获得批准并成功发行，则本次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在公司股票公开发行
后由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4、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1）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 2019年2月2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 2019年3月21日公司2018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草案）》及《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2019-2021）》，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①回报规划制定的考量因素
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股东要求和意愿；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社会资金成本、外

部融资环境等。公司综合分析上述因素，对股利分配做出制度性安排。
②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制定原则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在公司财务稳健的基础上，公司的利润分配应注重

对股东合理的投资回报。
③2019-2021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满足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资

金需求情况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者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
配股利，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若公司营业收
入增长快速，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
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④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制定周期
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股东回报规划》，根据需要作出适当且必要的修改，确定

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规划。调整股东回报规划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出发点，不得与《公司章程》
的规定相抵触，公司保证调整后的股东回报规划不违反股东回报规划制定原则：即如无重大
投资计划或者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每年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股利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

（2）公司未来三年股利分配规划
根据 2019年2月2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 2019年3月21日公司2018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草案）》及《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2019-2021）》。2019-2021年，在满足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如无重大
投资计划或者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每年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若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快速，并且董事会
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并实
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六）纳入合并报表的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共有迈德模具、GD� Medical两家全资子公司，不存

在参股子公司。
1、浙江迈德医用模具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迈德医用模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2月27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0万元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新前街道北院大道39号
经营范围 医用模具及其他模具制造、销售；技术进出口和货物进出口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拱东医疗 100.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
（万元 ）

（经审计）

项目 2019-12-31/2019年
总资产 1,084.04
净资产 1,081.19
净利润 31.14

2、GD� Medical,� Inc.
GD� Medical成立于2014年8月14日， 注册编号为“C3702465”，注册地址为“759� E�

UNION� STREET,� PASADENA,� CA� 91101”，唯一董事为施慧勇，已发行股票数为10,000股，
发行人持有其100.00%股权。

拱东美国经审计的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2,788.25万元， 净资产为2,771.31万元，
2019年净利润为-241.87万元。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安排和计划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8年度股东大会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2,000万股，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注1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年产10000吨医用耗材及包材产能扩建项目 26,911.82 26,911.82
2 年产6.2亿支真空采血管产能扩建项目 17,836.80 17,836.80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9,758.06 9,758.06
4 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 3,307.33

合计 58,006.68 57,814.01

注1：公司统一备案为“年产10000吨医用耗材及包材、6.2亿支真空采血管等高端医疗器械
产能扩建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其中包含“年产10000吨医用耗材及包材产能扩建项目”、“年
产6.2亿支真空采血管产能扩建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3个子项目，以下均从3个子项目角
度分别列示和分析。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项目实施进度的需要，先行使用自筹资金对上述项目
进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上述项目的自筹资金。

（二）募集资金投入时间进度情况
在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结合行业发展规划及市场需求预测，公司对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各项目募集资金投入的时间进度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项目建设
期

时间进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年产10000吨医用耗材及包材产能扩建项目 26,911.82 3年 11,500.97 6,314.37 9,096.48
年产6.2亿支真空采血管产能扩建项目 17,836.80 3年 5,474.32 4,434.13 7,928.36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9,758.06 3年 1,677.74 4,441.72 3,638.60
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 -

注：建设投资在建设期投入，铺底流动资金在投产期投入。
本次募集资金的实际投入时间将按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和项目的进展情况作相应调

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备案及环评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文件 项目环评备案文件

年 产 10000吨 医 用 耗 材 及 包 材 、
6.2亿支真空采血管等高端医疗
器械产能扩 建及 研发 中心 建设
项目

《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赋码）信息
表 》（项目代码： 2019-331003-29-03-

014029-000）

《浙江省 “规划环评+环境标准 ”清
单式管理建设项目登记表备案受
理书》（编号：2019-32）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说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在相关部门备案， 取得环评批复以及土地使用权证书，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
医用耗材，是指在临床诊断和护理、科研检测等过程中使用的医用卫生材料，其品种型号

繁多，应用广泛，是医院等终端医疗机构开展日常医疗、护理工作的重要物质基础。它的推广
和使用极大的减轻了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使工作流程变得简单有效。根据使用次数，可分为
一次性医用耗材、可多次使用医用耗材、永久植入医用耗材；从价值角度看，可分为低值耗材
和高值耗材。

（一）全球医用耗材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根据国际评级机构惠誉（Fitch） 旗下研究机构BMI� Research发布的《Global� Medical�

Devices� Report� Q2� 2017》，2016年全球低值医用耗材市场规模约为528.07亿美元，预计2017年
和2018年市场规模分别将达到552.94亿美元和581.33亿美元。

数据来源：医械汇，《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2019版）》
（二）我国医用耗材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医械汇发布的《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2020版）》显示，高值医用耗材市场将保持持续增

长，但受集中采购、进口替代等因素影响，增速将逐年趋缓， 2019年高值医用耗材市场规模约
为1,254亿元。相比高值医用耗材，低值医用耗材因应用广泛，同时受益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医疗需求的增长， 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9年低值医用耗材市场规模为770亿元，同
比增长20.12%。

数据来源：医械汇，《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2020版）》
进出口方面，2018年我国医用耗材对外贸易较2017年增速明显，2018年我国医用耗材进出

口总额74.72亿美元，同比增长14.30%。其中，出口额为39.37亿美元，同比上涨9.14%；进口额为
35.35亿美元，同比上涨20.70%。2019年我国一次性耗材出口54.88亿美元，同比增长39.39%，呈
现较高的增幅1。随着各种需求的增加，外贸发展新动能将加速积聚，医用耗材作为我国医疗器
械出口的主要产品之一，其出口额将保持稳步提升。

1数据来源：《2019年我国医药进出口规模创新高-中国食品药品网》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市场竞争风险
在我国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医疗卫生健康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医用耗材作为医

疗卫生健康行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作用和地位日益彰显。目前我国医用耗材市场处于
充分竞争状态，生产企业众多，行业产品种类较多，企业产品水平参差不齐。医用耗材行业良
好的市场前景将吸引更多竞争者进入市场，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公司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丰
富的产品结构、广泛的营销网络等优势，已经具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若公司未
来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法保持自身竞争优势，未能快速适应行业发展趋势和不断变
化的市场环境，则公司的市场份额可能会遭遇挤占，进而对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行业政策法规风险
1、行业法律法规、政策变化风险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在行业标准、招投标、价格形成

机制、流通体系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对医用耗材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
未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将会对医用耗材行业的投融资及市场供求关
系、经营模式、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及产品售价等产生较大影响，如果公司未来不能采取有效
措施应对医用耗材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的重大变化，公司的生产经营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2、“两票制”推行带来的风险
“两票制”是我国近年来在医药行业逐步推进的重要政策，旨在规范药品流通秩序、压缩

流通环节、降低虚高药价。国家要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逐步推行“两票制”，鼓励其他医
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随着全国范围内各省市药品“两票制”展开及执行到位，耗
材“两票制”政策也陆续出台并落地执行，截至目前，“两票制”已覆盖我国大部分省市，其中，
河北、福建、陕西、山西等省市医疗机构全面采用医用耗材“两票制”；海南、天津、安徽、内蒙古
等省市仅对高值耗材执行“两票制”政策；宁夏、山东、浙江、广西等地正逐步推行耗材“两票
制”，但具体执行时间未定。公司产品均属于一次性低值医用耗材，未来不排除“两票制”在低
值医用耗材行业全面推行，这将对行业流通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公司若不能及时准确应对
“两票制”政策带来的变化，未来经营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三）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医用耗材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医疗安全和患者生命健康，行业内的生产企业以及相关产

品受到政府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公司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以保证产品质量
和安全性，报告期内，公司未出现因产品质量导致的事故、纠纷或诉讼仲裁情况。但未来仍不
排除公司可能因为其他某种不确定因素导致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从而给公司市场声誉及持续
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直接材料占比在70%以上，主要原材料为聚苯乙烯、聚丙

烯、聚乙烯、PET试管和丁基胶塞等高分子材料及产品组件，原材料价格受石油等大宗商品价
格影响较大。若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不利变化、经济发展前景不确定等因素导致石油等大宗商
品供需失衡，将会导致公司原材料价格发生波动。若未来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且公司未能合
理安排采购或及时转嫁产品成本，将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五）OEM/ODM业务模式风险
公司境外销售按产品是否使用公司品牌可分为自主品牌销售和OEM/ODM贴牌销售，其

中，OEM/ODM贴牌销售即根据国外客户的订单情况进行生产，产品以客户品牌进行销售，此
类客户主要为境外大型医疗器械品牌运营商。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 公司境外销售
OEM/ODM业务收入分别为18,526.12万元、20,507.31万元和23,997.24万元， 占同期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分别为43.17%、42.95%和43.83%。如果公司未来在产品质量、供货能力等方面不能满
足OEM/ODM客户的需求，将可能导致客户流失，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业务合规风险
公司一贯重视合规经营，已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要求公司业务人员、经

销商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业务活动。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未发生
业务人员存在违规开展业务的情形，亦未曾受到过与此相关的处罚。近年来，国家逐步加大对
医疗器械领域的业务合规监管力度，公司也相应不断加强对自身业务合规性的管理，但公司
经销商数量较多，公司无法完全有效地管理经销商的行为，而一旦公司业务人员或经销商存
在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公司的市场声誉和正常的生产经营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则将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七）财务风险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8,704.85万元、10,277.05万元和

11,735.25万元，占当期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6.48%、22.13%和21.89%，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20.18%、21.30%和21.22%。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可能将进一步增加。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的回收管理，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回款情况良好。 若公司主要客户未来经营情况或与公司的合作关系发生不利变化，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回收风险将增加，将会对公司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汇率波动风险
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公司境外销售中直接出口收入分别为19,596.88万元、

22,237.00万元和25,830.48万元， 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5.66%、46.57%和47.18%。
公司境外客户主要分布在美洲、欧洲以及亚洲等地区，主要以美元和欧元结算，报告期内产生
的汇兑收益分别为-276.85万元、108.46万元及-12.96万元， 绝对值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
为6.26%、1.28%及0.11%。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处于持续波动的态势。汇率的波
动会影响公司产品出口销售价格，对海外市场销售产生不确定影响，同时，可能产生的汇兑损
益亦会影响公司业绩。根据测算结果，假设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降或上升1%，则公司2017年
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净利润将分别相应下降或上升3.82%、2.24%及1.93%。未来人民币汇
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33.72%、28.02%和30.52%，保持在较高水平。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
将会比发行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达产需要一定周期，短期内
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净资产的增长幅度难以相匹配；同时募集资金的投入将加大固定资产折旧
和各项直接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利润。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短期内
存在较大幅度下降的风险。

（八）规模扩张导致的管理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业务规模持续扩大。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的资产规模将大幅提高，业务规模亦将逐步扩大，对公司的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尽
管公司已建立较规范的管理制度体系和组织运行模式，培养了一批具有先进理念、视野开阔
和丰富管理经验的管理团队，但是如果公司内部的管理架构和管理模式不能适应未来高速发
展的需要，将对公司带来相应的管理风险。

（九）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施慧勇、施依贝父女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合计控制公司90%的表决权，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后，施慧勇、施依贝父女控制的表决权比例降为67.50%，仍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尽管公司已逐步建立健全了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相关的各项制度，包括三会议
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但公司实际控制人仍
存在通过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对公司发展战略、经营决策、人事安排、利润分配和对外投资
等重大事项施加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可能性，从而存在控股股东决策权过于集中而带来决策不
当的风险，导致损害公司及公众股东的利益。

（十）税收优惠政策变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2018年11月，公

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认证有效期3年。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出口产品实行增值税“免、
抵、退”政策，主要产品出口退税率为13%、15%、16%、17%，公司享受的免抵退税额分别为
2,848.88万元、3,174.77万元和3,787.69万元。若公司未来不能继续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者
国家取消或降低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十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已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审慎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充分考虑了公司现有生

产条件、未来发展规划以及医用耗材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市场竞争环境、国家宏观经济形势
等综合因素。但由于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论证完成到募集资金到位、项目建成投产的周期较
长，在此期间上述各项因素均有可能发生较大变化，导致项目实施进度落后、市场开发未达预
期的情形，从而对项目的预期收益和投资回报造成不利影响。

（十二）其他风险

1、社保、住房公积金被追缴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未给部分符合条件的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公司

员工以农村户籍人员居多，部分人员已在户籍所在地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其家庭拥有宅基地住房，该类员工就业流动性较大，对当期收入重视度高，导
致其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意愿不强。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人事用工制度，不断加
大对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并根
据员工需要向员工提供免费宿舍或住房补贴。但公司报告期内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
积金仍存在被相关主管机构要求补缴的风险，对此，实际控制人已做出承担相关补缴或处罚
费用的承诺。

2、对外贸易摩擦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境外销售收入主要来自北美洲、亚洲和欧洲等地区的国家，如果公司产品

主要进口国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提高关税征收额度或开展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手段保护本
国企业利益，则会对公司产品出口产生不利影响。报告期内，除美国之外，公司产品主要进口
国或地区的贸易及关税政策未发生变化，公司与境外主要客户的业务往来正常开展。报告期
内，公司出口美国实现的收入分别为7,007.91万元、8,396.21万元和11,226.71万元，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分别为16.33%、17.59%和20.50%。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公司出口美国
的产品被列入美国政府2019年8月15日发布的商品加征关税清单中，主要出口美国产品自2019
年9月1日起被加征15%关税（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20年1月16日发布的公告，公司主要
出口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税率自2020年2月14日起从15%下调至7.5%；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2020年3月5日发布的公告， 公司美国客户Cardinal、Medline和Medegen� Medical� Products� LLC
自2020年3月5日起进口公司产品将被豁免缴纳关税）， 公司已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弱化美国加
征关税对公司经营业绩的不利影响，2019年出口美国产品的销售收入较2018年增长33.71%，加
征关税对公司2019年全年出口美国产品的销售收入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但如果未来中美贸
易摩擦进一步加剧、加征关税方案长期持续，将会给公司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3、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情况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境内、境外销售各占50%左右，供应商主要位于境内。2020年1月，我国爆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由于疫情导致的国内春节假期延期复工，公司及主要境内客户、主要
供应商的生产经营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由于公司及主要境内客户、主要供应商的生产
基地均不在国内主要疫区湖北，且国内疫情控制自2020年3月中旬以来持续向好，截至本招股
说明书摘要签署日，疫情对公司的采购、生产和境内销售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2020年3月以
来，国外疫情持续蔓延并不断恶化，预计疫情会对境外销售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截至本
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 主要境外客户McKesson、IDEXX、Medline、Thermo� Fisher、As� One、
Henry� Schein、Cardinal等全球知名医疗器械品牌商的经营活动未因疫情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疫情对公司的境外销售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2020年上半年， 公司经营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
大幅增长，根据目前的在手订单和生产经营情况，预计疫情不会对全年经营业绩情况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但如果疫情未来出现进一步恶化情况，并影响到公司及主要客户、主要供应商的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重大合同
本节所述重大合同是指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正在履行的交易金额在人民

币500万元以上的重大合同，或者金额虽未达到人民币500万元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未来发
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采购合同
发行人的采购主要是按照其与供应商签订的框架协议，并根据生产需要不定时地向供应

商发出订单，并在订单中明确具体采购产品及相关内容。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
人正在履行的与主要供应商的重要框架协议如下：

序号 合同名称 采购方 供应商 采购内容 签订时间 合同期限

1 年度采购框架协
议 发行人 黄岩清清塑料制品

厂注1 PET试管等 2020/1/2 2020/1/2-
2020/12/31

2 年度采购协议 发行人 上海思泉商贸有限
公司 聚苯乙烯等 2020/1/5 2020/1/5-

2021/1/5

3 年度采购协议 发行人 浙江黄岩洲锽实业
有限公司

聚丙烯、聚乙烯
等 2020/1/5 2020/1/5-

2021/1/5

4 年度采购协议 发行人 余姚人和贸易有限
公司

聚丙烯、聚乙烯
等 2020/1/5 2020/1/5-

2021/1/5

5 年度采购协议 发行人 江阴市鸿萌橡塑制
品有限公司 丁基胶塞等 2020/1/3 2020/1/3-

2021/1/3

6 注塑模具采购合
同 发行人 Braunform GmbH 模具 2020/1/9 2020/1/9-

履行完毕

注1：黄岩清清塑料制品厂已于2020年3月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现名称为台州清清塑业
有限公司。

（二）销售合同
发行人与主要客户签订了框架协议，客户根据需要不定时地向发行人发出订单，并在订

单中明确产品具体的数量、单价、金额、规格及相关内容。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
人正在履行的与主要客户的重要框架协议如下：

序号 合同名称 供货方 客户 销售内容 签订时间 合同期限

1 合同 发行人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反应杯、培养皿 、
培养板等 2020/5/27 2020/6/1-

2021/5/31

2 合同 发行人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采样拭子 2020/5/27 2020/6/1-

2021/5/31

3 供应协议 发行人
IDEXX
OPERATIONS,

INC.

多功能容器、试
管等 2016/7/19 2016/7/1-

2022/12/31

4 经销合同书 发行人 浙江友孚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真空
采血管等 2019/12/30 2020/1/1-

2020/12/31

5 经销合同书 发行人 浙江恒大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真空
采血管等 2019/12/30 2020/1/1-

2020/12/31

（三）抵押合同
合同名称 抵押人 抵押物 抵押权人 担保期间

最高额抵押
合同 发行人 土地使用权、房屋

建筑物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黄岩支行 2018/11/14-2021/11/13

（四）施工合同

合同名称 施工单位 建设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

签订时间

台州市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浙江鸿腾建设有
限公司

1#-4#车间 、研发车间 、宿
舍+食堂工程 17,800.00 2019/4/25

三、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五、控股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诉讼和仲裁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涉及重大

诉讼和仲裁事项，亦未有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形。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的情况
（一）发行人

名称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施慧勇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院大道10号
联系电话 0576-84081101

传真 0576-84050789
联系人 金世伟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玮

住所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360号陆家嘴投资大厦13楼
联系电话 021-20315033

传真 021-20315039
保荐代表人 许伟功、王震

项目协办人 倪婕

项目组其他成员 王如现、邓淼清 、王琳 、张柏森

（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章靖忠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A座11楼
联系电话 0571-87901110

传真 0571-87902008
经办律师 傅羽韬、曹亮亮

（四）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人 王越豪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6楼
联系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999
经办注册会计师 毛晓东、宁一锋

（五）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王传军

住所 杭州市西溪路128号901室
联系电话 0571-87559001

传真 0571-87178826
经办评估师 应丽云、陈晓南 、陆锋 、倪金涛

（六）股票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6楼
联系电话 021-58708888

传真 021-58899400

（七）收款银行
名称 交通银行济南市中支行

户名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371611000018170130778

（八）申请上市证券交易所
名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021-68808888
传真 021-68804868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0年9月3日

网上申购日期 2020年9月4日
网上缴款日期 2020年9月8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摘要、备查文件可在工作日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处查阅，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如下：
一、发行人：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院大道10号
电话：0576-84081101
传真：0576-84050789
联系人：金世伟
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1:00，下午14:00－17:0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360号陆家嘴投资大厦13楼
电话：021-20315033
传真：021-20315039
联系人：许伟功、王震
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1:00，下午14:00－17:00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