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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0                              证券简称：阳普医疗                       公告编号：2021-051 

债券代码：112522                              债券简称：17 阳普 S1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阳普医疗 股票代码 30003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倪桂英 刘璐 

办公地址 
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开源大道

102 号 

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开源大道

102 号 

电话 020-32218167 020-32312573 

电子信箱 board@improve-medical.com liulu@improve-medical.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6,242,340.16 401,820,065.99 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803,843.89 105,326,691.38 -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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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7,606,146.36 100,547,304.35 

-2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0,697,321.36 53,623,215.12 125.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4 -14.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4 -14.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6% 11.85%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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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174,475.05 1,744,756,402.84 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3,452,295.35 999,726,561.29 9.3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6,6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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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邓冠华 境内自然人 23.43% 72,358,074 54,268,555 质押 72,358,074 

赵吉庆 境内自然人 6.46% 19,960,000 0 
质押 9,699,900 

冻结 5,600,000 

珠海格力金融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99% 15,438,845 0   

易方达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资

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3.12% 9,620,800 0   

广东省羊城大

健康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1% 2,486,300 0   

黄可悦 境内自然人 0.53% 1,650,000 0   

华夏基金－农

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51% 1,585,322 0   

连庆明 境内自然人 0.47% 1,458,198 0   

吴银河 境外自然人 0.47% 1,445,201 0   

庄尔燕 境内自然人 0.45% 1,4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赵吉庆先生承诺，作为公司股东期间，在行使公司股东的各项权利时，与邓冠华先生保持

一致，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参加股东大会、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表决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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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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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23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邓冠华与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不

可撤销的表决权放弃协议》，邓冠华将向格力金投转让其持有的阳普医疗 18,089,519 股股份（占阳普医疗总股本的 5.86%），

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273,513,527.28 元；自前述股份交割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邓冠华将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所持公司剩余

全部股份的表决权。邓冠华的一致行动人赵吉庆于同日与格力金投签署了《不可撤销的表决权放弃协议》，赵吉庆将同步不

可撤销地放弃所持 19,960,000 股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6.46%）的表决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格力金投合计控制公

司股份表决权的比例将超过邓冠华，格力金投将成为控制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最高的股东 ,珠海市国资委将成为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控制权转让事项尚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审批通过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相关手续。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州阳普医

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创

新创业公司

债券(第一期) 

17 阳普 S1 112522 2017 年 04 月 28 日  2022 年 04 月 28 日  21,000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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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8.02% 42.5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34 10.09 

三、重要事项 

1、子公司重组事项 

2021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为促进公司在医学检验、临床级细胞制备等方面打造世界一流的

技术和产品平台，加快公司在肿瘤精准诊断及治疗领域的布局与发展，公司将阳普检验50%的股权以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

予益康泰来，同时公司以其持有阳普检验50%的股权，作价1,000万元认购益康泰来270.27万元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

后，公司持有益康泰来52.6399%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子公司重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阳普检验和益康泰来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均已办理完成。 

2、公司注册地址、公司名称拟变更事项 

2021年6月14日和2021年7月1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为充分利用横琴

新区的优质产业资源及优惠政策，发挥与公司业务发展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与横琴区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公司与珠海横琴

新区（横琴自贸试验区）管理委员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将公司注册地址迁至珠海横琴，同时进行公司名称的变更，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2021-03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双方战略合作协议已签署完毕，注册地址和公司名称变更的手续正在办理中。 

3、关于终止宜章县中医医院整体搬迁项目PPP合作暨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 

2021年6月14日和2021年7月1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于法律规定不

得分配或变相分配公立医院的收益及医药器材国家集采等法律和政策的变化，导致PPP社会资本方回报缺失，PPP协议无法

履行。经公司与宜章县人民政府协商一致，双方就宜章县中医医院整体搬迁项目PPP合作签署《解除宜章县中医医院整体搬

迁项目PPP合作协议》，并签署《宜章珞珈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其持有宜章珞珈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的

83.33%全部股权以26,599,792.47元人民币的价格（含税价格）转让给开元（宜章）投资有限公司，开元公司同意按该协议约

定的条件和条款受让该等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终止

宜章县中医医院整体搬迁项目PPP合作暨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解除宜

章县中医医院整体搬迁项目PPP合作协议》和《宜章珞珈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已签署完毕。 

4、控制权拟发生变更事项 

2021年6月23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邓冠华与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不可

撤销的表决权放弃协议》，邓冠华将向格力金投转让其持有的阳普医疗18,089,519股股份（占阳普医疗总股本的5.86%），

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273,513,527.28元；自前述股份交割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邓冠华将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所持公司剩余全

部股份的表决权。邓冠华的一致行动人赵吉庆于同日与格力金投签署了《不可撤销的表决权放弃协议》，赵吉庆将同步不可

撤销地放弃所持19,960,000股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46%）的表决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格力金投合计控制公司

股份表决权的比例将超过邓冠华，格力金投将成为控制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最高的股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控制权转让事项

尚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审批通过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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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相关手续。实际控制人的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

致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不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形，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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