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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

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报告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公司负责人王国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雪姣、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莉声

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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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普益医疗 

股票代码：100197 

二、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强 

三、 公司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负责人：王雪姣 

联系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 4671 号 24 幢 

邮政编码：201804 

联系电话：021-69580933 

传    真：021-69580927 

电子信箱：xz@puyimed.com 

四、 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 4671 号 24 幢 

公司办公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 4671 号 24 幢 

邮政编码：201804 

公司网址：www.puyimed.com 

公司信箱：xz@puyimed.com 

五、 公司登载半年度报告的指定网站网址：www.china-see.com 

半年度报告备置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公司股份挂牌场所及板块：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E 板 

公司依据《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委托上海朗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督导机构代为办理公司股票在上海股权

托管交易中心交易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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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普益医疗            股票代码：100197 

七、 其它有关资料 

（一）公司首次注册登记日期：2004 年 8 月 13 日 

（二）注册登记地点：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65970674R 

（四）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创诚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广纪路 738 号 4 幢 208/209 室（明

珠创意产业园区）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炳生、蔡立祺 

      联系电话：021-62141198 

（五）公司聘请的持续督导机构名称：上海朗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续督导机构住所：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1096 号 

      督导工作负责人：吴通 

      联系电话：021-6634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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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一、公司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9,998,832.20 22,408,092.36 -55.38 

营业利润 -4,709,997.46 -1,243,491.35 -- 

利润总额 -5,009,997.46 -1,248,491.35 --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5,005,183.67 -1,188,474.4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27,019.87 7,091,491.88 -34.75 

项目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 50,739,015.21 46,267,051.83 9.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 
7,552,014.37 12,557,198.04 -39.86 

股本（实收资本） 21,000,000 21,000,000 - 

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财务指标 本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每股收益（元/股） -0.24 -0.057 --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66.28 -8.30 
减少 57.98 个百分

点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股） 
0.22 0.34 -35.29 

毛利率（%） 5.48 17.46 
减少 11.98 个百分

点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39 11.79 -- 

存货周转率（次） 0.67 1.75 -- 

期末财务指标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每股净资产（元/股） 0.36 0.6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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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 80.43 67.71 
增加 12.72 个百分

点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68.75 58.73 
增加 10.02 个百分

点 

流动比率（倍） 0.89 0.95 -- 

速动比率（倍） 0.42 0.43 -- 

注：每股收益=净利润/期末股本数 

速动比率=（期末流动资产总额-期末存货）/期末流动负债总额 

 



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8 

第三章  董事会报告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分析 

（一）经营情况介绍 

1、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医疗器械制造业，公司主要从事医用耗材领域的医疗器械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医疗器械等。 

2、公司经营具体情况 

（1）主营业务产品或服务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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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 
9,998,832.20 9,450,762.53 5.48 -55.38 -48.91 减少 11.98 个

百分点 

合计 9,998,832.20 9,450,762.53 5.48 -55.38 -48.91 减少 11.98 个

百分点 

（2）公司财务状况说明 

①资产负债表重要项目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720,318.67 1,109,376.70 55.07 公司银行存款增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825,652.34 3,071,553.07 -8.01 - 

预付款项 4,565,717.58 3,100,393.56 47.26 预付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4,398,691.16 3,216,346.47 36.76 其他应收款项增多 

存货 15,257,187.97 12,869,296.88 18.55 - 

固定资产 21,937,031.56 22,694,430.34 -3.34 - 

短期借款 8,000,000.00 3,000,000.00 166.67 本期新增银行借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106,896.57 10,906,544.54 1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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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7,784,026.75 6,911,354.78 12.63 - 

其他应付款 4,180,135.25 3,268,446.56 27.89 - 

应付职工薪酬 132,100.00 117,100.00 12.81 - 

长期借款 - - - - 

②利润表重要项目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998,832.20 22,408,092.36 -55.38 本期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9,450,762.53 18,496,659.49 -48.91 收入减少，成本随之减少 

税金及附加 38,147.73 125,395.93 -69.58 收入减少，税金随之减少 

销售费用 1,414,234.76 954,330.15 48.19 为增加业务收入，销售费用扩大 

管理费用 3,234,150.62 3,776,902.24 -14.37 - 

财务费用 571,534.02 298,295.90 91.6 利息费用增加 

③现金流量表重要项目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27,019.87 7,091,491.88 -34.75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44,543.88 -2,041,805.64 -78.23 本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71,534.02 -3,267,197.05 9.31 - 

二、报告期内，全资、控股子公司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有2家全资子公司、2家控股子公司，分别为江苏伊菲

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上海普益同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河南普益同创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和河南吉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三、报告期内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股权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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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股权融资使用情况。 

（二）债权融资 

1、银行借款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上述情况。 

2、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上述情况。 

（三）其他融资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上述情况。 

四、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五、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实施情况 

公司2020年上半年不进行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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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要事项 

一、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一）刑事案件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刑事案件。 

（二）行政案件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行政案件。 

（三）民事案件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民事案件。 

（四）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仲裁事项。 

二、报告期内发生的破产相关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公司子公司不存在破产相关事项。 

三、公司重大资产收购、出售或处置以及企业收购兼并的情况及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公司子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收购、出售或处置以及企业收

购兼并的情况。 

四、报告期内，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处罚及整改情况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

人员无处罚及整改情况。 

五、其它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无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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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股份 

本期变动 
期末股份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745,000 32.12 - 6,745,000 32.12 

其中：高管股份 2,745,000 13.07 - 2,745,000 13.07 

其他法人或非法

人机构 
4,000,000 19.05 - 4,000,000 19.05 

     个人或基金 - -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4,255,000 67.88 - 14,255,000 67.88 

股份总数 21,000,000 100.00 - 21,000,000 100.00 

二、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相互间的关联关

系 

截至本报告期末，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

和相互间的关联关系具体如下： 

单位：股 

股东总数（名） 3 

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报告期初 

持股总数 

报告期 

内增减 

报告期末 

持股总数 

报告期末持

股比例（%） 

可转让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王国强 自然人 3,660,000 - 3,660,000 17.43 915,000 - 

上海齐合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法人 13,340,000 - 13,340,000 63.52 13,340,000 - 

上海劲康投

资中心（有

限合伙） 

法人 4,000,000 - 4,000,000 19.05 4,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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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如下：：上海齐合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国强，与本公司第二股东为同一人，所以本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为王国强。 

三、控股股东情况 

上海齐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国强，与上海劲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所以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国强，现直

接持有公司 366 万股股份，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890.65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

59.84%。 

王国强：男，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汉族，大学学

历。1985 年毕业于新乡市卫生学校；1986 年至 1995 年在华新医疗器械厂，任

销售部经理；1995 年至 1998 年在郑州大学进修；1999 年至 2004 年在新乡市

驼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04 年创建上海普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四、实际控制人情况 

上海齐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国强，与上海劲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所以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国强，现直

接持有公司 366 万股股份，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890.65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

59.84%。 

王国强：男，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汉族，大学学

历。1985 年毕业于新乡市卫生学校；1986 年至 1995 年在华新医疗器械厂，任

销售部经理；1995 年至 1998 年在郑州大学进修；1999 年至 2004 年在新乡市

驼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04 年创建上海普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五、其他 

报告期内，公司无其他股本变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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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财务报告 

一、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720,318.67 1,109,376.7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825,652.34 3,071,553.07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4,565,717.58 3,100,393.56 

  其他应收款 4,398,691.16 3,216,346.47 

  存货 15,257,187.97 12,869,296.88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8,767,567.72 23,366,966.68 

非流动资产：     

  债券投资     

  其他债务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1,937,031.56 22,694,4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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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415.93 205,654.8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971,447.49 22,900,085.15 

资产总计 50,739,015.21 46,267,051.83 

公司负责人：王国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雪姣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莉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2020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8,000,000.00 3,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2,106,896.57 10,906,544.54 

  预收款项 7,784,026.75 6,911,354.78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132,100.00 117,100.00 

  应交税费 95,508.53 448,073.07 

  其他应付款 4,180,135.25 3,268,446.56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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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合计 32,298,667.10 24,651,518.9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8,510,904.68 6,675,306.47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8,510,904.68 6,675,306.47 

负债合计 40,809,571.78 31,326,825.4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1,000,000.00 21,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1,298,883.79 1,298,883.7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0,954.71 20,954.71 

  未分配利润 -14,767,824.13 -9,762,640.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552,014.37 12,557,198.04 

少数股东权益 2,377,429.06 2,383,028.37 

所有者权益合计 9,929,443.43 14,940,226.4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0,739,015.21 46,267,051.83 

公司负责人：王国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雪姣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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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66,172.99 685,316.44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380,560.46 2,999,167.70 

  应收账款融资     

  预付款项 4,500,152.02 2,854,719.84 

  其他应收款 3,924,113.67 3,009,358.80 

  存货 13,707,246.48 11,341,133.71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4,778,245.62 20,889,696.49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2,200,000.00 11,45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5,164,929.16 15,694,871.27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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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525,966.57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415.93 199,765.6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925,311.66 27,344,636.92 

资产总计 52,703,557.28 48,234,333.41 

公司负责人：王国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雪姣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莉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续） 

2020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8,000,000.00 3,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1,383,365.57 9,982,676.76 

  预收款项 7,385,591.61 5,891,110.99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83,897.24 582,458.80 

  其他应付款 3,338,344.88 2,196,479.92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0,191,199.30 21,652,726.4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租赁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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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应付款 6,040,904.68 6,675,306.47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040,904.68 6,675,306.47 

负债合计 36,232,103.98 28,328,032.9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1,000,000.00 21,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1,298,883.79 1,298,883.7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0,954.71 20,954.71 

  未分配利润 -5,848,385.20 -2,413,538.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471,453.30 19,906,300.4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2,703,557.28 48,234,333.41 

公司负责人：王国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雪姣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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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 

2020 年 1-6 月 

编制单位：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9,998,832.20 22,408,092.36 

  减：营业成本 9,450,762.53 18,496,659.49 

      税金及附加 38,147.73 125,395.93 

      销售费用 1,414,234.76 954,330.15 

      管理费用 3,234,150.62 3,776,902.24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571,534.02 298,295.90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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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709,997.46 -1,243,491.35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300,000.00 5,00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009,997.46 -1,248,491.35 

   减：所得税费用 785.52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010,782.98 -1,248,491.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005,183.67 -1,188,474.40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005,183.67 -1,188,4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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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少数股东损益 -5,599.31 -60,016.95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599.31 -60,016.95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     

六、综合收益总额 -5,010,782.98 -1,248,491.35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4 -0.057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公司负责人：王国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雪姣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莉 

 

母公司利润表 

2020 年 1-6 月 

编制单位：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7,226,733.60 20,051,301.99 

  减：营业成本 6,941,659.38 15,771,146.65 

      税金及附加 32,831.04 120,368.73 

      销售费用 661,403.73 611,174.15 

      管理费用 1,606,403.63 3,180,668.86 

      研发费用 685,478.70   

      财务费用 433,804.29 293,380.16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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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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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134,847.17 74,563.44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300,000.00 5,00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434,847.17 69,563.44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434,847.17 69,563.44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434,847.17 69,563.44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六、综合收益总额 -3,434,847.17 69,563.44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6 0.003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公司负责人：王国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雪姣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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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0 年 1-6 月 

编制单位：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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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7,218.05 27,727,269.89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143,645.17 7,842,111.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860,863.22 35,569,381.1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997,810.19 20,772,851.7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55,852.03 2,092,852.03 

    支付的各项税费 97,126.36 1,261,634.29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83,054.77 4,350,551.1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233,843.35 28,477,889.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27,019.87 7,091,491.8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

回的现金净额 
-444,543.88 -187,7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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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44,543.88 -187,758.8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 
  1,854,046.79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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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1,854,046.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4,543.88 -2,041,805.6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600,000.00 1,6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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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00,000.00 1,65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600,000.00 4,6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71,534.02 317,197.0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171,534.02 4,917,197.0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71,534.02 -3,267,197.0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0,941.97 1,782,489.1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09,376.70 951,493.7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20,318.67 2,733,982.98 

公司负责人：王国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雪姣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莉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20 年 1-6 月 

编制单位：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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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6,098.84 24,254,283.5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249,373.94 7,508,155.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745,472.78 31,762,439.5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041,759.06 18,173,413.6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70,852.03 1,670,852.0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8,426.44 858,376.9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15,464.95 3,988,944.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126,502.48 24,691,58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18,970.30 7,070,852.9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

回的现金净额 
-328,342.89 -123,741.61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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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8,342.89 -123,741.6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 
525,966.57 1,854,046.79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7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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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75,966.57 1,854,046.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4,309.46 -1,977,788.4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600,000.00 1,6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00,000.00 1,6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600,000.00 4,6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33,804.29 314,334.87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33,804.29 4,914,334.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33,804.29 -3,314,334.8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19,143.45 1,778,729.6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85,316.44 762,396.3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6,172.99 2,541,126.06 

公司负责人：王国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雪姣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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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20 年 1-6 月 

编制单位：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其他权益

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其他综合

收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一、上年年末余额 21,000,000.00   1,298,883.79   20,954.71 -9,762,640.46 2,383,028.37 14,940,226.41 

    加：会计政策变更               - 

        前期差错更正               - 

其他               - 

二、本年年初余额 21,000,000.00 - 1,298,883.79   20,954.71 -9,762,640.46 2,383,028.37 14,940,226.41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 -   - -5,005,183.67 -5,599.31 -5,010,782.98 

（一）综合收益总额           -5,005,183.67 -5,599.31 -5,010,782.98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 - -   - - - - 

1．所有者投入的普通股               -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

额 
              - 

4．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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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分配 - - -   - - - - 

1．提取盈余公积               -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 

3．其他               -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 - -   - - - -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4．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

收益 
              - 

5．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 

6．其他               - 

四、本年年末余额 21,000,000.00 - 1,298,883.79   20,954.71 -14,767,824.13 2,377,429.06 9,929,443.43 

法定代表人：王国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雪姣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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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19 年 1-6 月 

编制单位：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其他权益

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其他综合

收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一、上年年末余额 21,000,000.00   1,298,883.79   20,954.71 -6,784,649.46 2,345,541.95 17,880,730.99 

    加：会计政策变更               - 

        前期差错更正               - 

其他               - 

二、本年年初余额 21,000,000.00 - 1,298,883.79   20,954.71 -6,784,649.46 2,345,541.95 17,880,730.99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 -   -20,954.71 -1,188,474.40 -60,016.95 -1,269,446.06 

（一）综合收益总额           -1,188,474.40 -60,016.95 -1,248,491.35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 - -   - - - - 

1．所有者投入的普通股               -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 

4．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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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分配 - - -   - - - - 

1．提取盈余公积               -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 

3．其他               -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 - -   -20,954.71 - - -20,954.71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4．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

益 
              - 

5．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 

6．其他         -20,954.71     -20,954.71 

四、本年年末余额 21,000,000.00 - 1,298,883.79   - -7,973,123.86 2,285,525.00 16,611,284.93 

法定代表人：王国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雪姣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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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20 年 1-6 月 

编制单位：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或股本） 

其他权益工

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

收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一、上年年末余额 21,000,000.00   1,298,883.79   20,954.71 -2,413,538.03 19,906,300.47 

    加：会计政策变更             - 

        前期差错更正             - 

        其他             - 

二、本年年初余额 21,000,000.00 - 1,298,883.79   20,954.71 -2,413,538.03 19,906,300.47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 -   - -3,434,847.17 -3,434,847.17 

（一）综合收益总额           -3,434,847.17 -3,434,847.17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 - -   - - - 

1．所有者投入资本             -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 
            -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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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 

（三）利润分配 - - -   - - - 

1．提取盈余公积             -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 

3．其他             -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 - -   - - -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4．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

存收益 
            - 

5．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 

6．其他             - 

四、本年年末余额 21,000,000.00 - 1,298,883.79   20,954.71 -5,848,385.20 16,471,453.30 

法定代表人：王国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雪姣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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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19 年 1-6 月 

编制单位：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或股本） 

其他权益工

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

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一、上年年末余额 21,000,000.00   1,298,883.79   20,954.71 -2,098,216.09 20,221,622.41 

    加：会计政策变更             - 

        前期差错更正             - 

        其他             - 

二、本年年初余额 21,000,000.00 - 1,298,883.79   20,954.71 -2,098,216.09 20,221,622.41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 -   -20,954.71 69,563.44 48,608.73 

（一）综合收益总额           69,563.44 69,563.44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 - -   - - - 

1．所有者投入的普通股             -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 
            -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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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 

（三）利润分配 - - -   - - - 

1．提取盈余公积             -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 

3．其他             -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 - -   -20,954.71 - -20,954.71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4．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

存收益 
            - 

5．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 

6．其他         -20,954.71   -20,954.71 

四、本年年末余额 21,000,000.00 - 1,298,883.79   - -2,028,652.65 20,270,231.14 

 

法定代表人：王国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雪姣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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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备查文件目录 

一、由董事长签名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文本； 

二、载有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三、其他在指定网站（www.china-see.com）中公开披露的文件； 

四、文件存放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