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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報告」）。第一季度報告所載財務數據乃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中國會計準
則」）編製，且未經審計。提請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及股東注意潛在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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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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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688236                           證券簡稱：春立醫療 

 

北京市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報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

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公司負責人、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

信息的真實、準確、完整。 

第一季度財務報表是否經審計 

□是 √否  

 

一、 主要財務數據 

(一)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報告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減變動幅度(%) 

營業收入 257,113,202.13 13.4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

利潤 
74,021,366.53 8.0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

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74,435,071.03 10.05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20,120,816.00 -2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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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5.00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19 -5.00 

加權平均淨資産收益率（%） 2.95 減少 3.20個百分點 

研發投入合計 33,114,231.75 124.70 

研發投入佔營業收入的比

例（%） 
12.88 增加 6.38個百分點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減變動幅度(%) 

總資産 3,040,149,651.90 2,999,657,361.45 1.3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所

有者權益 
2,543,098,753.01 2,469,077,386.48 3.00 

 

(二)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說明 

非流動資産處置損益 25,305.66  

越權審批，或無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發性的稅收返還、減免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

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

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

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816,849.34 

 

計入當期損益的對非金融企業收取

的資金佔用費 

  

企業取得子公司、聯營企業及合營

企業的投資成本小於取得投資時應

享有被投資單位可辨認淨資産公允

價值産生的收益 

  

非貨幣性資産交換損益   

委託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産的損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災害

而計提的各項資産減值準備 

  

債務重組損益   

企業重組費用，如安置職工的支

出、整合費用等 

  

交易價格顯失公允的交易産生的超

過公允價值部分的損益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産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併日的當期淨損益 

  

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無關的或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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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産生的損益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

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資産、衍生金融資産、交易性金融

負債、衍生金融負債産生的公允價

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

資産、衍生金融資産、交易性金融

負債、衍生金融負債和其他債權投

資取得的投資收益 

  

單獨進行減值測試的應收款項、合

同資産減值準備轉回 

            

對外委託貸款取得的損益    

採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後續計量的

投資性房地産公允價值變動産生的

損益 

  

根據稅收、會計等法律、法規的要

求對當期損益進行一次性調整對當

期損益的影響 

  

受託經營取得的託管費收入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

和支出 
-1,327,466.18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

項目 
 

 

減：所得稅影響額 -72,796.68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合計 -412,514.50  

 

將《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釋性公告第 1 號——非經常性損益》中列舉的非經常性損益

項目界定爲經常性損益項目的情况說明 

□適用 √不適用 

 

(三)主要會計數據、財務指標發生變動的情况、原因 

□適用 √不適用 

項目名稱 變動比例（%） 主要原因 

貨幣資金 -40.93 
主要系使用暫時閑置資金購買結構性存款理財産

品所致 

交易性金融資産 不適用 
主要系使用暫時閑置資金購買結構性存款理財産

品所致 

長期待攤費用 -42.86 主要系裝修費攤銷所致 

其他非流動資産 -69.51 主要系預付設備款減少所致 

應付職工薪酬 -45.93 主要系報告期支付 2021年年終獎金所致 

應交稅費 32.08 主要系 2022 年 3月應交的增值稅和個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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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金及附加 50.26 
主要系 2022 年一季度收入增加導致增值稅附加稅

增加 

研發費用 124.70 
主要系公司堅定創新驅動戰略、提升企業核心競爭

力，加大研發投入所致 

財務費用 -63.31 主要銀行系利息收入減少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不適用 
主要系使用暫時閑置資金購買結構性存款理財産

品所致 

所得稅費用 -35.79 主要系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所致 

支付給職工以及爲職工

支付的現金 
110.25 

主要系報告期支付 2021年年終獎金所致 

支付的各項稅費 -51.56 主要系支付上年度增值稅減少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

量淨額 
-290.44 

主要系報告期內應收賬款增加同時銷售費用、研發

費用等付現費用支出增加 

處置固定資産、無形資産

和其他長期資産收回的

現金淨額 

86.76 主要系處置固定資産 

購建固定資産、無形資産

和其他長期資産支付的

現金 

-59.67 主要系固定資産、大興及威縣在建工程增加 

投資活動産生的現金流

量淨額 
1,268.38 主要系固定資産、大興及威縣在建工程增加 

 

二、 股東信息 

(一)普通股股東總數和表决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數量及前十名股東持股情况表 

單位：股 

報告期末普通股股東總數 21,622 
報告期末表决權恢復的優先股股

東總數（如有） 
0 

前 10名股東持股情况 

股東名稱 
股東性

質 
持股數量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

條件股份數

量 

包含轉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數量 

質押、標記或

凍結情况 

股份

狀態 
數量 

史春寶 
境內自

然人 
113,685,435 29.58 113,685,435 113,685,435 無 0 

岳术俊 
境內自

然人 
95,447,900 24.84 95,447,900 95,447,900 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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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茂（上

海）投資中

心（有限合

夥） 

境內非

國有法

人 

17,250,000 4.49 17,250,000 17,250,000 無 0 

林一鳴 
境內自

然人 
5,800,000 1.51 5,800,000 5,800,000 無 0 

孫偉琦 
境內自

然人 
4,416,665 1.15 4,416,665 4,416,665 無 0 

金杰 
境內自

然人 
4,166,665 1.08 4,166,665 4,166,665 無 0 

華泰春立

醫療家園 1

號科創板

員工持股

集合資産

管理計劃 

其他 3,615,601 0.94 3,615,601 3,615,601 無 0 

黃東 
境內自

然人 
2,533,335 0.66 2,533,335 2,533,335 無 0 

磐信（上

海）投資中

心（有限合

夥） 

境內非

國有法

人 

2,500,000 0.65 2,500,000 2,500,000 無 0 

王海雅 
境內自

然人 
2,333,335 0.61 2,333,335 2,333,335 無 0 

前 10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况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股份種類 數量 

李旺 316,475 人民幣普通股 316,475 

高玨 307,995 人民幣普通股 307,995 

陳小娥 115,500 人民幣普通股 115,500 

譚潔明 113,802 人民幣普通股 113,802 

蔡翔 105,000 人民幣普通股 105,000 

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03,737 人民幣普通股 103,737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89,304 人民幣普通股 89,304 

嚴國珍 86,247 人民幣普通股 86,247 

沈錦華 66,700 人民幣普通股 66,700 

李先毫 64,828 人民幣普通股 64,828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

動的說明 

1、上述前 10 名股東中，史春寶和岳术俊爲夫妻關係，磐茂（上海）

投資中心（有限合夥）、磐信（上海）投資中心（有限合夥）兩個

法人股東爲中信産業基金全資子公司，兩者爲關聯企業； 

2、除上述關聯關係以外，公司未接到其他股東有存在關聯關係或

一致行動協議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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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名股東及前 10名無限

售股東參與融資融券及轉融

通業務情况說明（如有） 

前 10名無限售股東中：沈錦華通過自有賬戶持股 1,700股，通過

信用證券賬戶持股 65,000股；李先毫通過自有賬戶持股 41,476

股，通過信用證券賬戶持股 23,352股。 

 

三、 其他提醒事項 

需提醒投資者關注的關於公司報告期經營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適用 √不適用 

四、 季度財務報表 

(一)審計意見類型 

□適用 √不適用 

(二)財務報表 

合併資産負債表 

2022年 3月 31日 

編制單位:北京市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22年 3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流動資産：   

貨幣資金 1,025,826,965.44 1,736,493,995.38 

結算備付金   

拆出資金   

交易性金融資産 671,695,561.64  

衍生金融資産   

應收票據 104,677,690.24 127,595,937.14 

應收賬款 494,512,378.56 400,193,012.58 

應收款項融資   

預付款項 9,792,656.59 7,656,146.95 

應收保費   

應收分保賬款   

應收分保合同準備金   

其他應收款 5,492,600.27 4,489,954.17 

其中：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買入返售金融資産   

存貨 155,356,413.33 159,677,359.96 

合同資産   

持有待售資産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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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動資産 10,110,703.24 11,657,475.04 

流動資産合計 2,477,464,969.31 2,447,763,881.22 

非流動資産：   

發放貸款和墊款   

債權投資   

其他債權投資   

長期應收款   

長期股權投資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産   

投資性房地産   

固定資産 118,324,951.00 111,389,835.89 

在建工程 290,287,194.82 281,558,992.24 

生産性生物資産   

油氣資産   

使用權資産 1,311,211.94 1,798,726.19 

無形資産 130,685,734.84 131,974,040.11 

開發支出   

商譽   

長期待攤費用 73,333.52 128,333.51 

遞延所得稅資産 21,343,300.92 22,882,542.60 

其他非流動資産 658,955.55 2,161,009.69 

非流動資産合計 562,684,682.59 551,893,480.23 

資産總計 3,040,149,651.90 2,999,657,361.45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向中央銀行借款   

拆入資金   

交易性金融負債   

衍生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應付帳款 100,617,643.08 142,415,529.82 

預收款項 6,276,155.87 6,992,973.01 

合同負債 65,949,723.86 59,540,669.01 

賣出回購金融資産款   

吸收存款及同業存放   

代理買賣證券款   

代理承銷證券款   

應付職工薪酬 25,016,258.33 46,267,095.42 

應交稅費 42,663,676.30 32,302,495.73 

其他應付款 79,548,437.10 75,055,164.38 

其中：應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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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股利   

應付手續費及佣金   

應付分保賬款   

持有待售負債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240,098.69 1,226,469.52 

其他流動負債 85,594,412.50 75,818,491.35 

流動負債合計 406,906,405.73 439,618,888.24 

非流動負債：   

保險合同準備金   

長期借款   

應付債券   

其中：優先股   

永續債   

租賃負債   

長期應付款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預計負債   

遞延收益 84,934,159.10 85,558,271.60 

遞延所得稅負債 5,210,334.06 5,402,815.13 

其他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合計 90,144,493.16 90,961,086.73 

負債合計 497,050,898.89 530,579,974.97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或股本） 384,280,000.00 384,280,000.00 

其他權益工具   

其中：優先股   

永續債   

資本公積 1,051,228,272.24 1,051,228,272.24 

減：庫存股   

其他綜合收益   

專項儲備   

盈餘公積 124,721,689.87 124,721,689.87 

一般風險準備   

未分配利潤 982,868,790.90 908,847,424.37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或股

東權益）合計 
2,543,098,753.01 2,469,077,386.48 

少數股東權益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合

計 
2,543,098,753.01 2,469,077,386.48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或股東

權益）總計 
3,040,149,651.90 2,999,657,3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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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負責人：史春寶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李玉梅 會計機構負責人：李玉梅 
 

合併利潤表 

2022年 1—3月 

編制單位：北京市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一、營業總收入 257,113,202.13 226,624,200.07 

其中：營業收入 257,113,202.13 226,624,200.07 

利息收入   

已賺保費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二、營業總成本 170,342,269.72 139,192,713.36 

其中：營業成本 50,214,509.64 56,644,957.41 

利息支出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賠付支出淨額   

提取保險責任準備金淨額   

保單紅利支出   

分保費用   

稅金及附加 2,511,625.14 1,671,568.17 

銷售費用 79,897,136.99 64,411,062.96 

管理費用 6,012,015.72 5,563,455.39 

研發費用 33,114,231.75 14,736,953.37 

財務費用 -1,407,249.52 -3,835,283.94 

其中：利息費用   

利息收入 1,718,558.19 2,841,056.34 

加：其他收益 816,849.34 1,137,720.72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

資收益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産

終止確認收益 

  

匯兌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淨敞口套期收益（損失以“-”號填

列）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1,695,561.64 

 

信用減值損失（損失以“-”號填

列） 
-5,021,306.34 -6,046,041.21 

資産減值損失（損失以“-”號填

列） 
-8,251.50 -9,877.76 

資産處置收益（損失以“－”號填

列） 
25,305.66 8,1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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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84,279,091.21 82,521,482.32 

加：營業外收入 23,882.11 690.50 

減：營業外支出 1,352,747.88 134,182.92 

四、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82,950,225.44 82,387,989.90 

減：所得稅費用 8,928,858.91 13,906,072.31 

五、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74,021,366.53 68,481,917.59 

（一）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1.持續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

號填列） 
74,021,366.53 68,481,917.59 

2.終止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

號填列） 

  

（二）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1.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淨虧

損以“-”號填列） 
74,021,366.53 68,481,917.59 

2.少數股東損益（淨虧損以“-”號填

列） 
   

六、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74,021,366.53 68,481,917.59 

（一）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綜合收

益的稅後淨額 
74,021,366.53 68,481,917.59 

1．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1）重新計量設定受益計劃變動額   

（2）權益法下不能轉損益的其他綜合收

益 

  

（3）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公允價值變動   

（4）企業自身信用風險公允價值變動   

2．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1）權益法下可轉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2）其他債權投資公允價值變動   

（3）金融資産重分類計入其他綜合收益

的金額 

  

（4）其他債權投資信用減值準備   

（5）現金流量套期儲備   

（6）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7）其他   

（二）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

的稅後淨額 

  

七、綜合收益總額   

（一）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綜合收益

總額 

  

（二）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0 

（二）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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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發生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的，被合併方在合併前實現的淨利潤爲：0元，上期被合併方實現

的淨利潤爲：0 元。 

公司負責人：史春寶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李玉梅 會計機構負責人：李玉梅 
 

 

合併現金流量表 

2022年 1—3月 

編制單位：北京市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一、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207,473,118.87 186,074,324.36 

客戶存款和同業存放款項淨增加額   

向中央銀行借款淨增加額   

向其他金融機構拆入資金淨增加額   

收到原保險合同保費取得的現金   

收到再保業務現金淨額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淨增加額   

收取利息、手續費及佣金的現金   

拆入資金淨增加額   

回購業務資金淨增加額   

代理買賣證券收到的現金淨額   

收到的稅費返還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682,586.34 1,021,220.76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09,155,705.21 187,095,545.12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41,482,848.98 42,450,448.73 

客戶貸款及墊款淨增加額   

存放中央銀行和同業款項淨增加額   

支付原保險合同賠付款項的現金   

拆出資金淨增加額   

支付利息、手續費及佣金的現金   

支付保單紅利的現金   

支付給職工及爲職工支付的現金 57,005,972.12 27,113,278.62 

支付的各項稅費 23,933,733.08 49,407,548.42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06,853,967.03 57,559,029.06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29,276,521.21 176,530,304.83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0,120,816.00 10,565,240.29 

二、投資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處置固定資産、無形資産和其他長 63,500.00 34,000.00 



2022 年第一季度報告 

12 / 12 

 

期資産收回的現金淨額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到的

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840,715.33 2,169,041.10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904,215.33 2,203,041.10 

購建固定資産、無形資産和其他長

期資産支付的現金 
21,232,408.43 52,651,624.21 

投資支付的現金   

質押貸款淨增加額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

現金淨額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670,000,000.00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691,232,408.43 52,651,624.21 

投資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690,328,193.10 -50,448,583.11 

三、籌資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投資收

到的現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

現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給少數股東的股

利、利潤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籌資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

影響 
-218,020.84 43,992.26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710,667,029.94 -39,839,350.56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736,493,995.38 690,116,229.19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025,826,965.44 650,276,878.63 

 

公司負責人：史春寶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李玉梅 會計機構負責人：李玉梅 

2022年起首次執行新會計準則調整首次執行當年年初財務報表相關情况 

□適用 √不適用 

特此公告 

北京市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2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