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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北京市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Chunlizhengda Medical Instruments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58）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年度業績公告

北京市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合併業績。
有關業績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
披露規定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會計準則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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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合併資產負債表

項目 附註
於2018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414,911,994.08 371,618,428.62
交易性金融資產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 –
衍生金融資產 – –
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 2 138,643,084.69 96,995,764.83
其中：應收票據 68,551,854.01 23,339,770.10

應收賬款 70,091,230.68 73,655,994.73
預付款項 6,059,478.60 1,618,077.61
其他應收款 1,931,307.18 915,826.53
其中：應收利息 1,299,364.38 –

應收股利 – –
存貨 95,865,664.36 58,947,158.89
合同資產 – –
持有待售資產 – –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 –
其他流動資產 3,788,415.00 116,686.21  

流動資產合計 661,199,943.91 530,211,942.69  

非流動資產：
債權投資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
其他債權投資 – –
持有至到期投資 – –
長期應收款 – –
長期股權投資 – –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 –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 –
投資性房地產 – –
固定資產 82,449,533.63 47,580,889.11
在建工程 21,046,594.23 13,193,700.06
生產性生物資產 – –
油氣資產 – –
無形資產 33,114,313.21 33,126,892.76
開發支出 – –
商譽 – –
長期待攤費用 788,333.39 1,008,333.35
遞延所得稅資產 9,010,246.12 2,699,036.67
其他非流動資產 7,131,040.62 5,840,781.71  

非流動資產合計 153,540,061.20 103,449,633.66  

資產總計 814,740,005.11 633,661,5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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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附註
於2018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負債 –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
損益的金融負債 – –
衍生金融負債 – –
應付票據及應付賬款 3 51,930,070.41 25,316,462.14
預收款項 – –
合同負債 51,735,316.91 15,891,150.69
應付職工薪酬 11,794,138.02 4,503,817.95
應交稅費 16,107,861.02 14,285,556.35
其他應付款 27,847,722.41 17,621,821.89
其中：應付利息 – –

應付股利 – –
持有待售負債 – –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 –
其他流動負債 12,653,045.87 –  

流動負債合計 172,068,154.64 77,618,809.02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 –
應付債券 – –
其中：優先股 – –

永續債 – –
長期應付款 – –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 –
預計負債 – 1,994,981.90
遞延收益 12,690,682.43 14,822,497.59
遞延所得稅負債 1,841,282.15 753,109.62
其他非流動負債 – –  

非流動負債合計 14,531,964.58 17,570,589.11  

負債合計 186,600,119.22 95,189,3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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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附註
於2018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股東權益：
股本 4 69,170,400.00 69,170,400.00
其他權益工具
其中：優先股 – –

永續債 – –
資本公積 5 230,039,180.01 230,039,180.01
減：庫存股 – –
其他綜合收益 – –
專項儲備 – –
盈餘公積 6 41,040,495.62 30,599,186.14
未分配利潤 7 287,889,810.26 208,663,412.07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628,139,885.89 538,472,178.22
少數股東權益 – –  

股東權益合計 628,139,885.89 538,472,178.22  

負債和或股東權益總計 814,740,005.11 633,661,576.35  

流動資產淨值 489,131,789.27 452,593,133.67  

資產合計減流動負債 642,671,850.47 556,042,7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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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合併收益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項目 附註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一、營業收入 497,927,159.92 300,317,298.79
減：營業成本 180,003,222.25 84,062,884.30

稅金及附加 6,092,827.50 4,098,588.47
銷售費用 143,914,441.19 88,947,859.28
管理費用 18,307,825.67 23,111,998.17
研發費用 35,454,949.86 21,216,267.23
財務費用 (7,222,544.60) (4,144,972.53)
其中：利息費用

利息收入 5,399,012.69 5,495,618.81
資產減值損失 2,012,949.20 2,897,682.36
信用減值損失 2,388,968.15 3,277,544.54

加：其他收益 2,515,131.60 2,131,772.05  
投資收益╱（虧損） – –
其中：對 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

的投資收益 – –
淨敞口套期收益╱（虧損） – –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虧損） – –
資產處置收益╱（虧損） – –  

二、營業利潤╱（虧損） 119,489,652.30 78,981,219.02
加：營業外收入 110,000.00 31,723.78
減：營業外支出 150,400.00 217,295.57  

三、利潤總額╱（虧損） 119,449,252.30 78,795,647.23
減：所得稅費用 13,803,182.23 10,511,6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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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項目 附註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四、淨利潤╱（淨虧損） 105,646,070.07 68,283,986.86
（一）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1. 持續經營淨利潤 105,646,070.07 68,283,986.86
2. 終止經營淨利潤 – –  

（二）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1.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05,646,070.07 68,283,986.86
2. 少數股東損益 – –  

五、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歸屬母公司股東的其他綜合
收益的稅後淨額 – –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
收益的稅後淨額 – –  

六、綜合收益總額 105,646,070.07 68,283,986.8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105,646,070.07 68,283,986.86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 –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1.53 0.99  

（二）稀釋每股收益 1.53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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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歷史和發展

北京市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為「本公司」）於1998年2月12日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於2015年3月11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完成首次公開發售其
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上市」）。按照上市，本公司以每股13.88港元的價格向公眾發售
合共16,67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新股份。本公司的H股於2015年3月11日開始在
聯交所買賣。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

該等財務報表乃以持續經營為編製基礎，並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
規定的適用披露，而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附表11第76至第87條所載該條例第9部
「賬目及審計」所作過渡性安排及保留安排之規定，就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而言，
前公司條例（第32章）的規定繼續適用。

財務報表根據本公司遵照由中國財政部（「財政部」）頒佈的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企業會計
準則」）、相關的具體準則、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解釋及其他相關
法規（以下統稱為「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的會計政策編製。

在編製本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時，本集團採納所有由財政部頒佈
並於2018年1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中國
企業會計準則。

• 《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財會 [2017]7號）

• 《企業會計準則第23號－金融資產轉移》（財會 [2017]8號）

• 企業會計準則第24號－套期會計》（財會 [2017]9號）

• 《企業會計準則第37號－金融工具列報》（財會 [2017]14號）

• 《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財會 [2017]22號）

• 《關於修訂印發2018年度一般企業財務報表格式的通知》（財會 [2018]15號）

本公司採用權責發生製入賬，且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為計價基準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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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

貿易應收賬款類別：

項目

單項金額
重大並單項
計提撥備

按組合
計提壞賬

撥備
信用風險

組合 小計

單項金額
雖不重大但
單項計提

撥備 合計

於2017年12月31日
賬面金額 金額（人民幣） – 84,458,114.03 84,458,114.03 84,458,114.03 876,752.69 85,334,866.72      

百分比 (%) – 98.97 98.97 98.97 1.03 100.00      

撥備 金額（人民幣） – 11,021,307.47 11,021,307.47 11,021,307.47 657,564.52 11,678,871.99      

百分比 (%) – 13.05 13.05 13.05 75.00 13.69      

淨額 – 73,436,806.56 73,436,806.56 73,436,806.56 219,188.17 73,655,994.73      

於2018年12月31日
賬面金額 金額（人民幣） – 82,664,137.05 82,664,137.05 82,664,137.05 – 82,664,137.05      

百分比 (%) – 100.00 100.00 100.00 – 100.00      

撥備 金額（人民幣） – 12,572,906.37 12,572,906.37 12,572,906.37 – 12,572,906.37      

百分比 (%) – 15.21 15.21 15.21 – 15.21      

淨額 – 70,091,230.68 70,091,230.68 70,091,230.68 – 70,091,2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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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中，採用賬齡分析預期信用損失率計提壞賬撥備的貿易應收賬款（自賬單日期）：

於2018年12月31日 於2017年12月31日
賬面金額 撥備 賬面金額 撥備

賬齡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人民幣 % 人民幣 人民幣 % 人民幣

一年以內 64,320,449.77 77.81 3,216,022.49 64,718,290.70 76.63 3,235,914.54

1–2年 7,658,880.68 9.27 1,148,832.10 11,316,833.33 13.40 1,697,525.00

2–3年 4,953,509.65 5.99 2,476,754.83 4,670,244.15 5.53 2,335,122.08

3年以上 5,731,296.95 6.93 5,731,296.95 3,752,745.85 4.44 3,752,745.85      

合計 82,664,137.05 100.00 12,572,906.37 84,458,114.03 100.00 11,021,307.47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條款與客戶交易，並給予貿易客戶30天至210天的信貸期。如客戶有長
期信貸良好記錄或屬於本集團的主要客戶，又或本集團決定與有關客戶發展長期業務關
系，則會獲本集團給予不同的信貸期。

3 應付票據及應付賬款

項目
於2018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購入材料 47,773,363.18 25,032,183.14

購入機器及設備 4,156,707.23 284,279.00  

合計 51,930,070.41 25,316,462.14  

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項目
於2018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1年以內 50,623,375.80 24,199,043.00

1-2年 651,845.87 630,217.59

2–3年 29,924.43 296,603.56

3年以上 624,924.31 190,597.99  

合計 51,930,070.41 25,316,4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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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本

名稱
於2018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史春寶先生 24,237,087.00 24,237,087.00

岳術俊女士 19,589,580.00 19,589,580.00

孫偉琦先生 1,733,333.00 1,733,333.00

金杰先生 1,333,333.00 1,333,333.00

林一鳴先生 1,160,000.00 1,160,000.00

王海雅女士 666,667.00 666,667.00

黃東先生 506,667.00 506,667.00

倪學禎先生 400,000.00 400,000.00

張朝暉先生 266,666.00 266,666.00

陳旭勝先生 106,667.00 106,667.00

境外已上市外資股 19,170,400.00 19,170,400.00  

合計 69,170,400.00 69,170,400.00  

於報告期末，本公司的股本為人民幣69,170,400.00元，相當於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幣1.00

元的50,000,000股內資股及19,170,400股H股。

5 資本公積

項目
於2018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股本溢價 228,239,180.01 228,239,180.01

其他資本公積 1,800,000.00 1,800,000.00  

合計 230,039,180.01 230,039,180.01  

6 盈餘公積

項目
於2018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法定盈餘公積 41,040,495.62 30,599,186.14  

按中國有關法律和法規對企業的規定，各個組成本集團的實體須維持一個不可分派的法
定公積金。有關公積金乃自有關中國公司的法定財務報表之除稅後淨利潤撥出。法定盈
餘公積可用於彌補往年╱期虧損（如有），並可透過資本化發行的方式轉化為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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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留盈利

項目
於2018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上年度年末結餘 208,663,412.07 157,925,043.22  

本年度年初結餘 208,663,412.07 157,925,043.22

加：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淨利潤 105,646,070.07 68,283,986.86

減：計提法定公積金 10,441,309.48 6,824,206.01

宣派股息 15,978,362.40 10,721,412.00  

本年度年末結餘 287,889,810.26 208,663,412.07  

8 營業收入及銷售成本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項目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主要營業收入 497,847,611.12 300,317,298.79

其他營業收入 79,548.80 –  

銷售成本 180,003,222.25 84,062,884.30  

營業收入及銷售成本（以產品分類）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項目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營業收入
主要營業收入：
－外科醫療植入物 497,847,611.12 300,317,298.79  

銷售成本
主要銷售成本：
－外科醫療植入物 180,003,222.25 84,062,8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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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收入及銷售成本（以地區分類）

下表的地區營業收入乃按將貨物運送至客戶指定的地點分類：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地區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中國
北部 160,133,300.86 98,084,164.91

西部 68,056,658.66 39,182,063.34

中部 96,334,284.41 63,604,680.15

東部 104,750,142.74 51,042,386.04

南部 50,862,882.77 31,243,294.42  

480,137,269.44 283,156,588.87

中國以外地區 17,710,341.68 17,160,709.92  

合計 497,847,611.12 300,317,298.79  

9 所得稅費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項目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按有關稅法及規定計算的當期所得稅 19,026,219.15 11,408,297.24

遞延所得稅 (5,223,036.92) (896,636.87)  

合計 13,803,182.23 10,511,660.37  

適用稅率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項目 2018年 2017年

標準稅率：
本公司 25% 25%

兆億特 25% 25%

春立航諾 25% –  

適用稅率：
本公司 15% 15%

兆億特 25% 25%

春立航諾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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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期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的對賬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項目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稅前利潤 119,449,252.30 7,879,647.23  

按法定╱適用稅率計算的所得稅費用 17,917,387.85 11,819,347.08

附屬公司適用不同稅率的影響 132,462.96 3,680.72

調整過往期間所得稅的影響 (312,497.98) 136,021.63

不可抵扣成本、支出及虧損的影響 294,014.34 158,152.35

使用前期未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的
可抵扣暫時性差異或可抵扣虧損的影響 (245,467.35) (14,321.37)

研發費用及其他可加計扣除的影響 (3,988,681.86) (1,591,220.04)

本期未確認可抵扣暫時性差異或可抵扣虧損的影響 5,964.27 –  

所得稅費用 13,803,182.23 10,511,660.37  

10 基本每股收益及稀釋每股收益的計算過程

計算結果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項目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收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淨利潤 1.53 0.99  

稀釋每股收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淨利潤 1.53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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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的計算過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項目 2018年 2017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淨利潤（人民幣） A 105,646,070.07 68,283,986.86  

年初股份數目 B 69,170,400.00 69,170,400.00  

發行股份數目－發售股份 C1 – –  
    

發行股份數目－超額配售股份 C2 –  
    

期末股份數目 C3 – –  

增加股份後累計月份－發售股份 D1 – –  
    

增加股份後累計月份－超額配售股份 D2 – –  
 

月份數目 D3 – –  
    

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E=B+C1*D1/
D3+C2* D2/D3 69,170,400.00 69,170,400.00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 F=A/E 1.53 0.99  

稀釋每股收益的計算過程

稀釋每股收益的計算過程與基本每股收益的計算過程相同。由於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故稀釋每股收益等於基本每股收益。

11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外科植入物、儀器及相關產品的生產及買賣。根據本集團的內部組織架
構、管理要求及內部報告制度，本公司的營運由單一個可報告分部構成，即外科植入物、
儀器及相關產品的生產及買賣，其受《企業會計準則第 35號－分部報告》及《企業會計準則
解釋第3號》的業務報表分部資料的規管，因此並無獨立編製分部資料。

12 報告期後事項

2019年2月15日股東特別大會表決通過了於2017年12月31日未分派溢利中撥付合共69,170,400

（陸仟玖佰壹拾柒萬零肆佰）股股份的建議發行紅股基準乃按於記錄日期（即2019年2月15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每持1股現有股份（含稅）獲發行1股紅股，紅股將以轉換未
分派溢利的方式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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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概覽

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務院進行了機構改革。組建了國家衛生健康
委員會，包含原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衛計委」）的職責；組建了國家市
場監督管理總局，並單獨組建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市場監管將分級管理；組
建國家醫療保障局，加強醫保管理。該機構改革將從長期有利於中國醫療器械
行業的發展。2018年，包括定製式醫療器械在內的多項醫療器械相關法規的發
佈以及各級醫療器械招標的順利開展，將使國產醫療器械企業逐漸受益。

骨科植入物（附註）市場為醫療器械市場的細分市場，近年來長足發展。在中國醫
療改革下，醫療器械納入醫療保障，使骨科植入物的需求及接納程度得以提
升。人口老齡化、醫療開支持續增長以及公共醫療基礎設施改善等多項利好因
素亦推動了中國的骨科植入物行業的增長。

由於醫療器械行業內出售的醫療器械產品種類繁多，故中國醫療器械市場極
度分散，且大部份製造商規模較小。然而，由於骨科植入物行業的門坎高（例如
對質量監控及牌照實施嚴格的監管措施、高水平的產品技術以及嚴格的生產
工序），故此行業相對集中。骨科植入物市場一般可分為三個主要細分市場：創
傷類、脊柱類、關節類。特別是關節植入物市場高度集中，被跨國企業主導市
場份額。然而，隨著中國醫療改革進展及政府透過有利的政策支持中國公司，
預期境內公司將透過提升其產品組合而增加於關節類植入物的市場份額。

附註： 骨科植入物指植入人體內用作取代或輔助治療受損傷並植入人體骨胳的醫療器械產
品，包括關節植入物（如膝關節、髖關節、肩關節及肘關節等）、脊柱系統植入物及創傷
植入物（如骨板、骨釘等），不包括牙科植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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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齊備的醫療器械註冊證

根據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國產關節類產品註冊檢索，按持有註冊證的數目
及種類計，我們為中國關節假體產品領域中醫療器械註冊證最為齊備的本土
企業之一。

於2018年12月31日，我們於中國持有16項用於生產醫療器械（涵蓋我們四大關節
的關節假體產品及脊柱產品）的註冊證和備案憑證，其中 10項為Ⅲ類醫療器械
註冊證，1項為 II類醫療器械註冊證，5項為 I類醫療器械備案憑證。由於中國對
醫療器械生產企業實行嚴格的產品註冊制度，具備齊全的產品註冊證書和備
案憑證是企業具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多元化產品組合

我們作為首批於中國從事研發及生產關節假體產品的本土企業，已建立具備
多種關節假體產品及脊柱產品的龐大組合。我們的關節假體產品涵蓋髖、膝、
肩、肘四大人體關節，而我們脊柱產品則為脊柱固定系統的全系列產品組合，
包括頸椎前後路固定系統、胸椎及腰椎。此外，我們的關節假體產品又分為標
準關節假體產品及定製關節假體產品。標準關節假體產品主要包括髖關節假體
產品及膝關節假體產品，而定製關節假體產品則又為兩類，即傳統定製關節假
體產品及定製（組配）關節假體產品。定製關節假體產品適用於四大人體關節，
並應臨床的需要而專門設計及生產。

雄厚的研發能力

本公司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G20工程企業（一項北京市政府發起的旨在推
動北京生物醫藥產業成為首都具有戰略意義的支柱產業的跨越發展工程），研
發人員涵蓋博士、碩士等專業人才及為數眾多的10餘年生產研發經驗的複合
型人才，具備充足的開發創新型產品及持續改善研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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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研發注重產、學、研及與臨床的結合。在新品研發及產品改進過程中，
充分吸收相關領域專家的意見，與專家緊密合作，確保研發的產品符合市場需
求並滿足臨床實用性的要求。我們發起的「中國關節外科多中心研究工程」，對
我們研發的關節假體產品進行臨床隨訪和跟踪，旨在為關節假體及器械改進
提供臨床數據。現在已有31個省300餘家醫院加入該研究項目，已經是國內第
一個如此大規模的針對假體關節的臨床效果隨訪和跟踪項目。

本公司獲得了經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批准的「人工關節北京市工程實驗
室」。本公司的實驗室將承擔國家與北京市的重大研究開發計劃，並積極參與
國家、北京市的科普宣傳工作。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取得 41項專利，並已申請 57項新專利。2018年3
月，本公司已依據《創新醫療器械特別審批程序（試行）》，獲得兩項創新醫療器
械特別申請的審批，分別為《單髁膝關節假體》（受理號：CQTS1700268）和《定製個
體化骨盆假體》（受理號：CQTS1700269）。

2018年12月，本公司獲批設立國家級博士後科研工作站。本公司將以國家級博
士後科研工作站為依托，提高研發團隊綜合實力，加快高端醫療器械產品的研
發進度，推動新產品上市。

高端陶瓷關節假體產品

本公司於2015年4月成為中國首家企業獲得BIOLOX®delta第四代陶瓷關節假體
產品醫療器械註冊證，涵蓋半陶及全陶關節假體產品。本公司亦成為了國內最
早生產先進關節假體產品的企業之一。BIOLOX®delta是CeramTec（為一家德國公
司）最新的陶瓷產品，具有更低的磨損、更優質的強度硬度等臨床優點，可廣泛
應用於髖關節置換手術中。

我們在推出陶瓷關節假體產品前後，在全中國進行了多場學術會議、醫生培
訓、經銷商培訓等交流活動，使得我們的客戶（包括醫生及經銷商）能夠熟練地
使用我們的陶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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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們的陶瓷關節假體產品在各省的招標、補標或醫院備案等逐漸進行，將
會有更多的中國醫院使用本公司的陶瓷關節假體產品。

新產品、新技術

本公司繼續推廣DAMIS（前側入路微創髖關節）技術，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繼
而帶動了我們微創產品的銷售，在全中國多家醫院就DAMIS成立了培訓中心並
啟動了一項名為「DAMIS千人計劃」的全國性項目，在未來三年就DAMIS為一千
名專門於關節相關手術的醫生提供培訓。報告期內，本公司繼續大力推廣新款
XN系列膝關節及陶瓷關節假體產品等中高端產品，其增長貢獻了銷售額並在
整體上提升了本公司的品牌。

定製關節假體產品系列

本集團用於骨腫瘤、粉碎性骨折患者的定製（組配）關節假體產品為本集團具有
較強競爭力的產品之一。佔據國內腫瘤型關節假體產品接近一半的市場佔有
率。

同時，本公司也在設計開發定製個體化假體產品，通過3D打印出的產品可為個
體患者，包括但不限於患有骨缺損、骨畸形及有特殊需求的患者量身訂做關節
假體產品。此會進一步擴大本集團定製產品的覆蓋範疇及市場。

2018年3月，本公司依據《創新醫療器械特別審批程序（試行）》，獲得了《定製個體
化骨盆假體》（受理號：CQTS1700269）創新醫療器械特別申請的審批，標誌著本
公司定製個體化假體審批進入快車道。

龐大的經銷及銷售網絡

我們已建立起的龐大經銷網絡涵蓋全中國所有省份、直轄市及自治區（不包括
香港、澳門及台灣），而我們的銷售網絡已透過經銷商涵蓋該等地區的多間醫
院。我們大部分的產品於中國銷售，而部分則以「春立」品牌名稱向亞洲、南美
洲、非洲、大洋洲及歐洲等其他 36個國家和地區出口。我們主要通過經銷商或
以ODM及OEM模式銷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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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收入

我們的營業收入由截至2017年的約人民幣300.3百萬元增長65.80%至截至2018年
的約人民幣 497.9百萬元，主要是由於關節假體產品銷量的增長及銷售網絡的
擴張所致。主要產品的收入與上年的對比情況如下：

產品類別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較同期增長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關節假體產品 484,072 292,904 65.27%
脊柱類產品 13,775 7,413 85.82%
其他業務 80 – 不適用   

合計 497,927 300,317 65.80%   

關節假體產品

關節假體產品於截至2017年的約人民幣292.9百萬元增長65.27%至截至2018年的
約人民幣484.1百萬元，主要由於陶瓷關節假體產品、XN膝關節假體產品及微
創髖關節假體產品等主流高端產品在行業增長迅速。

我們是國內首家獲得第四代陶瓷關節醫療器械註冊證企業，涵蓋半陶及全陶
關節假體產品，本公司亦是國內最早生產先進關節假體產品的企業之一。本公
司各產品系列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中標，中標產品綫齊全，故關節假體產品的
銷量增加。

此外，本公司為國內首家且唯一一家引進有關DAMIS及歐洲先進微創技術的企
業，並大力推廣及使用DAMIS產品及技術，帶動了微創相關產品的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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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我們的毛利由截至2017年的約人民幣216.3百萬元增長46.97%至截至2018年的約
人民幣317.9百萬元，主要是由於陶瓷關節假體產品、XN膝關節假體產品等主
流關節假體產品（屬於相對單價較高的中、高端產品）及脊柱類產品在行業內增
長迅速所致。

毛利率由截至2017年的72.0%下降到截至2018年的63.85%，主要是由於採用了世
界最先進的噴涂涂層，並委託國外廠家，打造出高品質、更具有競爭力的關節
假體產品。隨著國外廠家在國內建廠以及我們的涂層數量的加大，我們在降低
成本和議價能力方面將有很大改善。另外根據企業會計準則14號收入（經修訂）
將2018年我們預計將支付予經銷商的返利全部沖減營業收入，而2017年同期此
類支出則歸類為銷售費用，因此使本期毛利率有所下降。

銷售費用

我們的銷售費用由截至2017年的約人民幣88.9百萬元增長至截至2018年的約人
民幣143.9百萬元，銷售費用增加主要是由於國家推行分級診療政策，大量病人
將在基層醫院進行手術和治療。因此，我們對省、地市級、縣級醫院的醫生進
行關於關節及脊柱臨床手術等方面的培訓與指導；我們亦組織全國知名骨科
醫生進行學術交流、手術臨床培訓以及新產品宣傳、推廣及培訓所致。

管理費用

我們的管理費用由截至 2017年的約人民幣 23.1百萬元下降20.78%至截至 2018年
的約人民幣18.3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年度，本公司進一步完善了對五險一金
的財務核算管理辦法，將原計入管理費用的部分五險一金重新分類至銷售費
用和營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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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費用

我們的研發費用由截至 2017年的約人民幣 21.2百萬元增長67.45%至截至 2018年
的約人民幣35.5百萬元，我們的2018年研發費用佔全年收入的比例為7.12%。主
要是由於研發人員數目增加，委聘國內外專家透過臨床測試改良我們的中國
國民骨胳數據庫，研發符合國人生理情況的新產品，同時在新產品的樣品試
製、臨床試驗、產品註冊等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我們多項高端新產品臨床試
驗已進入隨訪期，同時，多項新產品註冊已進入發補後審評階段。

資產減值損失

我們的資產減值損失由截至2017年的約人民幣2.9百萬元下降至截至2018年的
約人民幣2.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根據本公司的減值政策存貨減值損失減少所
致。

信用減值損失

我們的信用減值損失由截至2017年的約人民幣3.3百萬元下降至截至2018年的
約人民幣2.4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應收賬款質量提高，應收賬款的賬齡結構優化
所致。

營業外收入

我們的營業外收入由截至2017年的約人民幣0.03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8年的約
人民幣0.1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收到政府獎勵所致。

所得稅費用

我們的所得稅費用由截至 2017年的約人民幣 10.5百萬元增加 31.43%至截至2018
年的約人民幣 13.8百萬元，主要是由於2018年業務之利潤增加所致。

年度淨利潤

我們的淨利潤由截至 2017年的約人民幣 68.3百萬元增加 54.61%至截至2018年的
約人民幣105.6百萬元，淨利潤的增長主要來自於我們收入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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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我們的流動資金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約人民幣371.6百萬元增加11.65%至截
至2018年的約人民幣 414.9百萬元。

我們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我們的經營所得及發行H股所得。董事會認為我們擁有
的資源足以支持管理及滿足可預見的資本開支需求。

全球發售之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H股於2015年3月11日在主板上市，而本公司自全球發售收取之所得款項
淨額為約人民幣 185.86百萬元（經扣除包銷佣金及所有相關開支）。本公司將以
與本公司日期為 2015年2月27日之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
述之方式一致之方式使用自全球發售收取之所得款項淨額。

所得款項用途 比例 可用金額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

止支出金額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

止剩餘金額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發展大興新生基地
第一期費用 50% 92.93 8.1 84.83

研發活動 20.20% 37.54 0.8 36.74
擴展現有營銷及經銷網
絡以提升市場滲透範
圍至涵蓋更多經銷商
及醫院，增加市場份額 20% 37.17 9.6 27.57

營運資金及其它一般企
業用途 9.80% 18.21 18.21 0.00    

合計 100% 185.86 36.71 1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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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

我們的存貨由截至2017年的約人民幣58.9百萬元上升至截至2018年的約人民幣
95.9百萬元。主要是由於銷量增加，根據市場需求儲備產品庫存。

固定資產及在建工程

我們的固定資產及在建工程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60.8百萬
元增加 70.23%至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 103.5百萬元，主要是由
於2018年生產設施的購置投入增加所致。

流動資產淨值

我們的流動資產淨值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452.6百萬元增加
8.06%至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489.1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存貨、
應收票據和貨幣資金增加所致。

營運資金及財務資源

現金流分析

於2018年12月31日，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流入為約人民幣108.5百萬元（主
要是由於銷售商品收到的現金所致），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流出為約人
民幣48.2百萬元（主要是購建固定資產及在建工程所致），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淨流出為約人民幣 16.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派付股利所致），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較去年年底增加約人民幣 43.3百萬元。

資本開支

我們的資本開支主要是用於大興新生產基地擴建工程以及生產設施的購置。

或然負債或擔保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們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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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後事項

2019年2月15日股東特別大會表決通過了於 2017年12月31日未分派溢利中撥付
合共69,170,400（陸仟玖佰壹拾柒萬零肆佰）股股份的建議發行紅股，基準乃按於
記錄日期（即2019年2月15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每持1股現有股份（含
稅）獲發行1股紅股，紅股將以轉換未分派溢利的方式發行。

未來前景

展望未來，人口老齡化、人均收入持續增加及醫療保險保障範圍擴大等多項利
好因素會繼續支撐中國醫療市場（尤其是骨科醫療器械行業）的快速發展。我們
相信，我們產品的需求將繼續與中國關節假體市場同步增長。長遠而言，我們
旨在將本公司發展成擁有全套骨科醫療器械產品的市場領先企業，使我們成
為全球知名的骨科醫療器械生產商之一。我們計劃實施以下策略：

豐富產品系列及開發先進定製個體化關節假體產品

我們將繼續優化及改良現有產品，並緊貼關節假體行業的技術發展及於新產
品研發投放更多資源。我們將透過應用新材料和改善生產工序，開發配合患者
需要的更多產品，以建立更齊全的產品系列及實現產品多元化。憑藉我們的專
業技術知識，我們將繼續豐富及擴展關節假體產品和脊柱產品的雙綫發展。

我們現正根據中國國民骨胳數據庫及使用 3D重塑等先進技術，開發一項名為
先進定製個體化關節假體的關節假體產品，為升級版的傳統定製關節假體產
品。現有定製關節假體產品主要針對骨腫瘤患者和關節翻修患者，而先進定製
個體化關節假體產品的適用範圍更大，是更有效地分析及配合患者的特定需
要的高端產品。因此，我們相信先進定製個體化關節假體產品能產生較高利潤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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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我們的創新能力及增加研發資源

未來，我們將繼續圍繞標準關節假體產品、先進定製個體化關節假體產品及脊
柱產品進行研發。我們計劃於大興新生產基地設立產品研發中心，預計將會包
括標準關節假體專案部、脊柱產品項目部、骨科創傷產品項目部、生物力學中
心和骨科器械標準化研發中心。同時，我們將招攬更多研發人才加入研發團
隊。此外，我們還能夠憑藉產品研發中心，加強與中國及海外知名醫療機構的
合作，以增強專業知識及技術和競爭力。

擴大品牌影響力

為進一步鞏固我們的品牌，我們將繼續嚴格監控產品質量，維持我們的品牌形
象。與此同時，我們將會聯同來自中國及海外的著名行業專家及教授，積極組
織及參與專為市場從業員（包括骨科醫療器械經銷商及醫院代表）而設的研討
會，並於該等研討會中宣傳我們的產品。我們亦將加強與各學術機構和醫院的
合作，舉辦不同層次和領域的學術研討會，進一步提升我們的品牌影響力。

人才培養與激勵

我們將繼續奉行現有的人才培養政策，並透過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吸引高質
素人才。另一方面，我們已建立有效的激勵考核機制，以激勵僱員發揮工作主
動性與積極性。

僱員

於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聘有合共約628名僱員，包括管理、生產、質量及監察
員工、研發人員、營銷員工、一般及行政員工。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我們支
付予僱員的總薪金及相關成本約為人民幣63.9百萬元。本集團與僱員訂立個人
僱傭合約，訂明薪金、花紅、僱員福利、合約期、職務、工作地點、工作時數、離
職政策、勞工保障、保密、不競爭及終止理由等事宜。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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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期股息

董 事 會 建 議 就 截 至2018年12月31日 止 年 度 宣 派 末 期 股 息 每 股 人 民 幣0.231元
（含稅），基於截至本公告日期止的已發行股本合共138,340,800股，合共人民幣

31,956,724.80元（含稅）（2017年：每股人民幣0.231元（含稅），基於已發行股本合共
69,170,400股，合共人民幣 15,978,362.40元（含稅））。所宣派股息須經應屆股東週
年大會上由股東批准通過方可作實。

派付予H股股東的末期股息將以港元派付，適用的兌換率為宣佈派發股利和其
他款項之日前七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公佈的相關外匯的平均匯率中間
價。本公司將於可行情況下儘快就股東週年大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股息支
付日期另行刊發公告。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達至並維持較高的企業管治水平，以符合業務所需及股東要求。本
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及守則條文為本公司
企業管治常規之基礎。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
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史春寶先生目前兼任本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其為本集
團創始人之一，且行業經驗非常豐富。

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兼任董事長及總經理的職位有利於確保本集團領導層
的一致性，並可更有效地進行整體戰略規劃。董事會認為，就現行安排而言，
權力與權限之間的平衡將不會受到影響，而此架構將令本公司可更迅速有效
地執行及實施決策。

除上文所披露外，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
載之所有適用的原則和守則條文。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及監事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董事及監
事作出特定查詢，全體董事及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已
遵守載於標準守則的所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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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閱年度業績

大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已審核該等財務報表。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
包括採用的會計原則及常規。

刊載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度報告

本業績公告將在本公司網站(www.clzd.com)及聯交所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
上發佈。

本公司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全部資料的2018年年報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將
刊載於本公司網站及聯交所披露易網站。

承董事會命
北京市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史春寶

中國北京，2019年3月27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史春寶先生、岳術俊女士及王建良先生；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林一鳴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葛長銀先生、佟
小波先生及何偉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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