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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2 年 11 月）

证券代码：688580 证券简称：伟思医疗

活动时间及活动地点:

2022/11/01 20:00-21:00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 9 栋公司会议室

2022/11/09 10:00-12:00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 9 栋公司会议室

2022/11/11 11:00-12:00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2022/11/14 10:00-11:30、13:00-15:00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 9 栋公司会议室

2022/11/15 15:00-16:00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 9 栋公司会议室

2022/11/21 13:00-14:00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 9 栋公司会议室

参加单位名称：

华安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中泰证券、浙商证券、开源证券、海通

证券、西南证券、中金公司、兴业证券、天风证券、国盛证券、瑞华投资、金

鹰基金、诺德基金、华商基金、华安基金、泓源合一投资，以及通过上证路演

中心参加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投资者。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形式：电话会议、现场会议、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

说明会）

公司接待人员：

王志愚（董事长兼总经理）

钟益群（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陈莉莉（财务总监、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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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俊方（独立董事）

余鹏（投融资部总监）

童奕虹（投资总监）

会议记录：

一、公司概况介绍

伟思医疗成立于 2001 年，总部位于南京，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员工

人数 635 人，其中研发人员 172 人。伟思医疗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我们拥有的授权专利是 122 项，其

中发明专利 24 项，同时拥有国内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19 项、国内第三类医

疗器械注册证 1项，在业务开展过程当中，我们也参与了一些重大科研项目。

公司主要从事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研发创新为发展驱动力，

持续投入在电刺激、磁刺激、电生理、康复机器人以及医美能量源等方向的先

进技术研发，并完善产品布局。公司致力于在磁刺激领域成为全球领先供应商，

在康复领域和医美领域成为中国领先供应商，正在探索海外市场以及 TMS 治疗

抑郁症技术及创新模式。

2022 年第三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 158,012.5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151,103.37万元。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657.94

万元，同比下降 28.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16.88 万元，同比

下降 42.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89.85 万

元，同比下降 47.09%。2022 年第三季度，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产生股份支

付费用为 977.80 万元，剔除股份支付和所得税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5,767.66 万元，较上年同期（剔除股份支付费用

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下降 45.71%。

公司于 11 月 1 日晚间披露了《关于自愿披露对外投资暨收购科瑞达激光

的公告》，投资 5,880 万元人民币收购合肥大族科瑞达激光设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瑞达激光”）70%的股权。

二、提问沟通环节

1、Q:公司是否会考虑对产品降价销售，如何看待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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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伟思过去一直表现出毛利、净利的稳定性，特别是磁刺激产品的毛利率

较高，我们有优势和空间去应对市场变化做出一些营销政策调整或尝试新的营

销模式。从发展战略来看，公司以磁刺激产品为主体，以康复机器人和医美能

量源产品为“两翼”，构建全面领先的产品格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丰富产

品管线，正是希望通过产品迭代、新产品布局，去避免进入价格战。所以我们

具备应对价格战和避免价格战的能力。

2、Q:近两年国家出台了一些支持康复行业发展的政策，公司认为这些政

策的出台是否对康复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效果？

A:康复行业政策的落地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

对于行业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政策支持带来的预算宽松，

另一方面是康复科室收费条件的改善。例如，包括新疆、广东、陕西在内的很

多省份已将经颅磁刺激治疗纳入医保收费项目中，以浙江省举例，经颅磁刺激

治疗项目价格为 200 元/次，一个住院过程最多可按 10 次计价。下肢步行外骨

骼辅助训练装置于 2021 年 8 月纳入北京医保支付范畴，项目价格 222 元/次，

一般治疗时间 30-45 分钟/次。我们相信在政策支持下，康复科室会迎来新的

发展机会。

3、Q:请公司介绍一下科瑞达激光的基本情况？该公司是否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

A: 科瑞达激光成立于 2002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医用激光研发、生产与

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其钬激光产品自上市十多年来产品技术不断更新，获得

了多项专利证书，拥有钬激光相关产品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Ho:YAG 激

光治疗机）和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治疗激光用石英光纤），主要应用于

泌尿外科、皮肤科、耳鼻喉科、妇科等科室，经临床验证，具有优良的稳定性、

可靠性和安全性。

4、Q:公司收购科瑞达激光有何意义？

A:公司与科瑞达激光在客户资源及技术研发上具备协同性。通过本次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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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有利于加强公司原有业务对泌尿科、皮肤科等科室的覆盖和延伸，带来

可靠的新科室拓展机会，打造新的业务增长点，提升盈利能力。另一方面，科

瑞达激光在医用激光领域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研发积累，有助于提升公司在

激光技术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促进公司激光能量平台建设发展和迭代，从而

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司现有的在研激光相关产品质量和性能，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规划，对公司的运营管理具有积极影响。

5、Q:公司是如何关注到科瑞达激光的？

A:科瑞达激光是国内率先拿到钬激光相关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的企

业，在钬激光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基于科瑞达激光的市场地位、技术积累

以及对公司能量源器械战略布局的协同意义，公司关注到这家公司并决定进行

此次收购。

6、Q:科瑞达激光的销售模式如何？

A:科瑞达激光的销售以经销模式为主，主要客户为公立医院。

7、Q:公司在 11 月份披露了两次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请问主要涉

及哪些产品？

A:公司 11 月份披露的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主要涉及二代经颅磁刺

激仪和 X-locom200 床边主被动康复训练系统。这两项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

有利于进一步扩充完善公司在磁刺激领域以及运动康复领域的产品布局，不断

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提高公司在康复医疗领域的整体竞争力。

8、Q:请问贵公司今后的主攻方向及发展愿景是什么？

A:公司通过战略升级，聚焦康复和医美能量源市场，通过“一体两翼”，

构建伟思战略级产品矩阵。以磁刺激产品为主体，以康复机器人和医美能量源

产品为“两翼”，构建全面领先的产品格局。公司致力于在磁刺激领域成为全

球领先供应商，在康复领域和医美领域成为中国领先供应商，正在探索海外市

场以及 TMS 治疗抑郁症技术及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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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Q:我们看到理邦仪器、麦澜德及翔宇医疗等康复医疗企业都在开疆拓

土，能否分享一下目前贵公司的竞争格局？

A:伟思医疗与上述几家企业同属于医疗器械行业向下细分的康复医疗器

械行业，各自在产品聚焦程度、技术方向、应用领域、市场定位等方面均有差

异。

10、Q:请问公司合同负债主要包含哪些？较去年同期急剧下降的原因？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合同负债是指本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

户转让商品或服务的义务。主要系国内新冠疫情反复的综合影响致使公司经营

业绩产生波动：1、2022 年前三季度局部地区疫情不断反复，部分终端医疗机

构客户的招投标工作延缓，对公司造成需求延后或需求减少的不利影响，营业

收入相应减少；2、公司业务重点区域客户沟通、新产品上市的推广宣传活动

等受到一定限制。受上述因素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增速放缓、未履约合同金额

也相应下降，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11、Q:贵公司业绩短期承压，请问中长期是否有相关计划，或将做出哪些

调整，提升公司未来业绩表现？谢谢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未来一方面将继续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深耕

既有市场，坚持研发创新驱动，推进现有产品更新迭代，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

与此同时，将进一步加强科室渠道和市场开拓，加快推进康复机器人、能量源

器械等新产品上市推广，打造新的业绩增长点，拓展公司发展空间。感谢您对

公司的关注和支持，谢谢。

12、Q:我们看到公司在下半年有新一代磁设备的推出，想问一下领导这款

新磁的技术竞争优势和推广策略，今年和明年对于盆底磁（院内和院外分别的）

的业绩预测。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今年下半年取得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的新一代

磁刺激设备主要是二代盆底磁刺激仪和二代经颅磁刺激仪。新一代磁刺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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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通道线圈无需手动切换，刺激靶点自动跟踪实现精准输出，能够优化治疗

效果；此外，基于临床需求研究出专病专用的刺激线圈以及压力触发磁刺激技

术，可以获得更佳的临床治疗效果。后续公司将利用自身学术推广、销售渠道

等优势去实现新一代磁刺激设备的推广。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13、Q:请问贵公司收购科瑞达激光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未来是否会继续

考虑通过收购，扩充公司版图 ？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科瑞达激光拥有十余年的泌尿科医疗激光领域业务

积累，伟思医疗收购科瑞达激光：一是基于市场协同：获得科瑞达激光成熟的

激光设备业务以及完整的泌尿科渠道资源，推动伟思电刺激、磁刺激产品进入

泌尿科等科室，实现伟思医疗电刺激、磁刺激设备在泌尿科的增量销售；二是

基于技术协同：钬激光是医疗激光领域最成熟的应用之一，通过收购吸收科瑞

达激光医用激光领域经验与技术积累，从而改进公司在研激光技术相关产品质

量和性能，助力能量源器械技术研究开发平台发展。如未来存在重大投资或资

产收购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的关注和支

持！

日期：202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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