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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簡報所提及之預測性資訊，係本公司基於內部資料及外部整體經濟發展現況所得。本公司未來實際所可能產生的營運
結果、財務狀況與業務成果，可能與預測性資訊有所差異。其原因可能來自各種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採購成本增加，市
場需求，各種政策法令與金融經濟現況之改變，以及其他本公司無法掌控之風險等因素。

本簡報中所提供之資訊，係反應本公司截至目前為止對於未來的看法，並未明示或暗示性地表達或保證其具有正確性、
完整性或可靠性。對於這些看法，未來若有變更或調整時，本公司並不負有更新或修正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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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合富



發展里程碑-2022年成為唯㇐兩岸雙上市醫療企業

1997年

成立於上海

立足大陸檢驗試劑領域

2005年

成立合富醫療控股

進入放射治療領域

2008年

推出「層峰計畫」

創新業務模式

2020年

創新醫療科技

磁振顯像放療設備於高醫安裝

2013年

臺灣掛牌上櫃

合富-KY (4745)

2022年

子公司合富中國2022/2/16

上交所主板A股上市(603122)

*市值人民币51.68亿（11月日均）

持股占比55%



管理駐點

台北總部 北京

廣州 濟南

上海總部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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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類



業務分類

21

市場覆蓋 100餘家客戶



一、全方位赋能医院两岸交流平台

合富差异价值

二、千家试剂及耗材供应链合作平台



2016-2018 连续三年协助淮安市委市政府举办淮台卫生交流恳谈会
2017年淮安市委市政府书记姚晓东（现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亲赴台湾招商引资
淮安市委市政府 中华卫生医疗协会主办 淮安市卫健委承办

合富协办

2011 河北省卫生厅赴台考察
河北省卫生厅长杨新建
中华卫生医疗协会主办

合富协办

2012 国家卫生部赴台考察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

任国家卫健委主任后再度访台
（现任中央委员、国家卫健委主任）

台湾医务管理协会主办
合富协办

合富的差异价值一

2010 长庚医疗集团医疗交流 上海
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现任中央委员、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华山医院 瑞金医院 普陀区中心医院 徐汇区中心医院
合富协办

2009 海峡两岸医疗层峰论坛 上海
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晓渡

（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副书记）

上海人民政府参事室主办
合富承办

2019 海峡两岸医院管理雪城高峰论坛 牡丹江
牡丹江市副市长苏凤仙 牡丹江市卫健委主任刘颖

牡丹江市卫健委 (台湾)中华卫生医疗协会主办
合富承办

2017年海峡两岸医院管理论坛 广州
广东省医院协会黄力会长

广东省医院协会联合中华卫生医疗协会主办
合富协办

2015 上海申康医院管理发展中心赴台考察
陈建平主任（前任）率领第一医院王兴鹏院长（现任申康主任）、
第六医院贾伟平院长（前任）、第十医院秦环龙院长、肿瘤及重

离子医院郭小毛院长
台湾台大、荣总、长庚、慈济医学中心院长及专家
上海申康医院管理发展中心 中华卫生医疗协会主办

合富承办

全方位赋能医院两岸交流平台
层级高 议题广 地域大

2009 海峡两岸医疗层峰论坛 上海
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晓渡

（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上海人民政府参事室主办

合富承办

2012 国家卫生部考察公立医院及小型医院管理制度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

（现任中央委员、国家卫健委主任）
任国家卫健委主任后再度访台

台湾医务管理协会主办
合富协办

2016-2018 连续三年协助淮安市委市政府举办淮台卫生交流恳谈会
2017年淮安市委市政府书记姚晓东（现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亲赴台湾招商引资
淮安市委市政府 中华卫生医疗协会主办 淮安市卫健委承办

合富协办



全方位赋能医院两岸交流平台
层级高 议题广 地域大

2011 河北省卫生厅赴台考察

医院管理

2012 国家卫生部赴台考察

公立医院及小型医院管理制度

2010 长庚医疗集团医疗交流 上海

医疗卫生政策与医院管理
2009 海峡两岸医疗层峰论坛 上海

两岸医疗资源整合

2019 海峡两岸医院管理雪城高峰论坛 牡丹江

两岸医疗人才交流合作
医院经营管理

2016-2018 淮安市委市政府主办淮台卫生交流恳谈会

缔结姊妹医院
医疗技术与服务
人才培养与引进

2017年海峡两岸医院管理论坛 广州

医院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医院运营管理

2015 上海申康医院管理发展中心赴台考察

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全科医生培养、

全民健保、信息化建设

合富的差异价值一



台湾资源惠及110个城市

助力800多家医院多维度发展

全方位赋能医院两岸交流平台
层级高 议题广 地域大合富的差异价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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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富的差异价值二 千家试剂及耗材供应链合作平台

 与供应商之间的无代理义务且

不排除竞品的多品牌合作模式

 可满足客户导向的集约化服务

行业上游 本行业 行业下游

体外

诊断

产品

制造

商

代
理
商

集
约
化
服
务
商

医疗
机构

体检
机构

体检
中心

……

代理商模式

集约化服务模式

直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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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试剂

与超过1500家检验试剂原厂

及经销商建立合作

全球前6大检验品牌直接供货

采购总额55%通过原厂直供

合富的差异价值二 千家试剂及耗材供应链合作平台



合富的差异价值二 千家试剂及耗材供应链合作平台

医用耗材

全国合作原厂逾100家

覆盖70%的可收费耗材

覆盖95%的不可收费耗材



合富的优质服务赢得80%以上现有客户的续约

协议期限最长的客户目前达22年

降本 提质 增效

合富的差异价值-实证



首次签约 合约到期 续约次数 年采购额 两岸交流人日 历任院长
2011 2025 3 6500W 35 2

广东省某三甲医院

ViewRay

MRI磁振显像放疗系统临床试验合作

增效实证

让利总金额2500万+

设备投入2900万+

降本实证
管理团队赴花莲慈济医院、林口长庚医院

进行医管研讨

提质实证

管理团赴慈济医院

合富的差异价值-实证1



首次签约 合约到期 续约次数 年采购额 两岸交流人日 历任院长
2010 2025 3 6500W 1485 2

广东省某三甲医院

让利总金额3500万+

设备投入3000万+

降本实证
卒中会议
邀请台北荣民总医院神经医学中心教授，

台湾脑中风学会常务监事胡汉华教授

增效实证
• 17批次临床医护，检验，管理赴台学习

• 医院战略规划研讨会
中华卫生医疗协会雷永耀理事长、花莲慈济林欣荣院长

• 协助举办海峡两岸医院管理

提质实证

徐院长出席医院战略规划研讨会 邀请台北荣民总医院胡汉华教授出席卒中会议

合富的差异价值-实证2



首次签约 合约到期 续约次数 年采购额 两岸交流人日 历任院长
2011 2027 1 6000W 2237 2

江西省萍乡市三甲医院

创伤重建暨医学美容专科建立
基隆长庚院长陈建宗

增效实证

让利总金额2400万+

设备投入650万+

降本实证
• 16批次临床医护，管理赴台学习

• 邀请台北医学大学医院管理顾问专家团

队为医院三甲复评提供辅导

• 与嘉义长庚纪念医院缔结姐妹医院

提质实证

嘉义长庚纪念医院院长蔡荧煌与苏院长
缔结姐妹医院

与基隆长庚医院合作揭牌仪式

合富的差异价值-实证3



首次签约 合约到期 续约次数 年采购额 两岸交流人日 历任院长
2010 2028 2 5630W 852 3

山东省东营市某三甲医院

让利总金额5600万+

设备投入4200万+

降本实证
• 黄河三角洲海峡两岸医院运营管理论坛
长庚医院翁文能院长，奇美医院邱仲庆院长

• 5批次赴台进行医院管理培训

提质实证

黄河三角洲海峡两岸医院运营管理论坛

合富的差异价值-实证4

增效实证
创伤重建暨医学美容分院建立
基隆长庚院长陈建宗

心脏外科学科共建
振兴医院魏峥院长

与基隆长庚医院合作揭牌仪式



首次签约 合约到期 续约次数 年采购额 两岸交流人日 历任院长
2001 2023 3 9200W 2159 4

上海市某三甲医院

让利总金额4500万+

设备投入2000万+

降本实证 增效实证
噬菌体临床合作
花莲慈济医学院院长陈立光

上海噬菌体与耐药研究中心成员

• 6批次赴台进行医护、管理培训

• 业务科室运营管理

提质实证

护理人员赴台培训

合富的差异价值-实证5



首次签约 合约到期 续约次数 年采购额 两岸交流人日 历任院长
2017 2023 0 7000W 484 1

上海市某三甲医院

让利总金额2500万+

降本实证

业务科室运营管理 ，国家卫健委表彰医院

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成效
院长4次亲访台湾各大医学中心
副院长及经营管理团队13次亲访台湾学习

邀请台湾专家6人次来访传授经验

协助举办3次医院管理高峰论坛

提质实证

长庚医院翁文能院长迎接郑副院长率领的
医政团

增效实证

• 遏制微生物耐药合作

• 肠菌移植
花莲慈济医学院院长陈立光

全方位赋能医院两岸交流平台合富的差异价值一



降本提效 人才培训 专科建设
高质管理 临床科研

全方位赋能医院两岸交流平台合富的差异价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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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實績



2019年2019年

2020年2020年

2021年2021年

2022年1-10月2022年1-10月

2018年2018年 營業3,898,643仟元

營業收入 4,665,130仟元

營業收入 4,721,939 仟元

營業收入 5,139,748 仟元

營業收入 4,648,709仟元
• 與大陸百餘家醫院建立⾧期合作關係，奠
定穩健發展基礎。

• 為客戶提供檢驗科耗佔比精細化管理系統，
降低成本、減少浪費，提升合富品牌價值。

• 2022年雖持續受疫情封控影響，合富中國
上市後業務擴展，預估營收表現可再創高
峰。

2018 – 2022 營收逐年成⾧

經營成果



合富 2022-Q3 合富 2021-Q3 同業平均 2022-Q3 說明

營業收入(仟元) 4,225,677 3,881,176 1,710,483 營收數據優於同業，營業收入穩定成⾧

營業利益(仟元) 286,057 232,529 133,462 營業利益優於同業

流動比率 3.25 2.64 2.14 償債能力優於同業，流動率增加

負債佔資產比(%) 28.81 35.95 38.47 財務風險低於同業，負債比降低

經營成果

營業收入分類

經營指標 YoY
集約化採購
(含層峰計畫)

醫療產品流通 其他增值服務

81% 18% 1%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財務比較e點通-生技醫療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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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01 層峰計畫

檢驗試劑集採

01 醫用耗材集採

利用現有層峰計畫平台，發
展醫用耗材集采新領域

02 大型醫療設備銷售及維修

，2023年啟動大陸銷售

02 全國各省建立銷售平台

成立合作或合資公司

03 推廣台灣精細化醫院
管理服務

研發醫院科室精細化管理系統

04 投入健康照護產業

運用台灣優質資源，開發安
養機構的管理、經營、培訓
及輔導

展望未來 現有業務 未來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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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