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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2                               证券简称：澳洋健康                           公告编号：2019-19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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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朱志皓 董事 因公出差 袁益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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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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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洋健康 股票代码 00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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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建康 郭志豪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

厦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

厦 

电话 0512-58166952 0512-58166952 

电子信箱 gjk000@126.com guozh@aoya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健康医疗业务 

a、医疗服务业务 

公司的医疗服务业务已形成以澳洋医院总院为中心，澳洋医院杨舍分院、澳洋医院三兴分院、顺康医院联动，立足基本

医疗、兼具专科特色，总床位超2100张的大型医疗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业务主要受医疗服务需求变动情况影响。报告期内，

澳洋医院以高分通过了JCI复评工作，在此期间，国家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大力支持医疗服务产业的发展，预计我国医疗服

务需求仍有较大增长空间，医疗服务产业将继续以较快速度发展，有利于公司医疗服务业务保持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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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康复服务业务 

公司的康复医疗服务业务已形成以张家港为中心为支撑，辐射江浙地区的康复连锁体系。公司投资的徐州澳洋华安康复

医院、湖州澳洋康复医院已开始正式营业，募投项目张家港港城康复医院也已经落成，即将正式开业。 

c、医药流通业务 

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现代医药流通企业，为华东地区大型单体医药物流企业，是国家AAAA级物流企

业。仓储总面积近6万平方米，其中已启用达到GSP标准的仓储总面积15000平方米，通过B2B模式，向下游客户配送药品、

器械等。 

医药流通业务主要受药品采购价格、物流运营成本及下游需求等因素影响。澳洋医药目前是华东地区规模较大的现代化

物流企业，目前已形成以苏南为核心，以江苏省为主体，以上海、浙江、安徽为辐射的销售市场网络，累计下游客户8000

余家。 

2、化学纤维业务 

公司目前的化学纤维业务主要为粘胶短纤的生产销售，最终销售产品为粘胶短纤及其差变化品种，属于纺织原料。粘胶

短纤销售客户为下游纱线企业，主要受原材料及市场供需关系影响。报告期内，粘胶短纤市场需求较去年同期有所波动，市

场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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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710,672,87

6.03 

5,366,490,32

1.80 

5,371,628,79

5.64 
-12.30% 

4,875,817,83

3.20 

4,878,083,09

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359,785.5

8 

154,658,566.

82 

153,504,535.

14 
-93.25% 

259,242,227.

06 

257,067,477.

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573,606.9

8 

119,893,103.

44 

118,738,860.

16 
-177.12% 

220,655,385.

87 

218,480,636.

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9,619,214.

54 

99,606,132.5

4 

103,888,825.

73 
-272.90% 

555,087,085.

47 

554,514,720.

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21 0.21 -95.24% 0.38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21 0.21 -95.24% 0.37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6% 12.20% 12.11% -11.45% 21.84% 21.6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6,519,745,20

5.30 

5,503,310,46

1.29 

5,510,510,81

5.75 
18.31% 

4,122,526,89

1.08 

4,126,159,65

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68,592,33

4.59 

1,497,828,04

7.23 

1,496,458,74

0.40 
24.87% 

1,190,427,82

0.38 

1,190,212,54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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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173,333,019.27 1,413,892,072.70 1,188,155,352.14 935,292,43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13,615.68 -1,490,990.80 4,324,020.35 -14,089,60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96,606.41 -14,426,175.72 2,571,170.54 -91,076,354.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546,837.28 -379,464,333.98 -462,233,815.16 743,836,331.9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4,53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4,50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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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38% 360,130,731  质押 320,500,000 

张家港锦泰金泓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

市乐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 20,730,500    

张林昌 境内自然人 2.48% 19,263,800    

沈卿 境内自然人 2.21% 17,166,000    

迟健 境内自然人 1.80% 14,007,100    

钱惠东 境内自然人 0.94% 7,299,200    

李金花 境内自然人 0.90% 7,007,200    

许天凯 境内自然人 0.90% 7,007,200    

包天剑 境内自然人 0.90% 7,007,200  质押 7,007,200 

徐卫民 境内自然人 0.90% 7,007,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澳洋健康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董事长

沈学如先生，股东沈卿为沈学如先生的女儿，二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张林昌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735,7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528,100 股，合计持有

19,263,800 股；2、顾宝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17,500 股，通过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116,470 股，合计持有 3,683,970 股；3、杨明锐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568,901

股，合计持有 1,568,901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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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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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4,710,672,876.0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30%，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0,359,785.58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93.25%。 

1、健康医疗业务 

a、医疗服务业务 

公司的医疗服务业务已形成以澳洋医院总院为中心，澳洋医院杨舍分院、澳洋医院三兴分院、顺康医院联动，立足基本

医疗、兼具专科特色，总床位超2100张的大型医疗服务体系。 

公司募投项目澳洋医院三期目前已完成大楼的基建及内部装修工作，现处于设备调试阶段，澳洋医院三期将进一步提升

澳洋医院整体医疗服务水平，其配置的现代化智能营运设备及高科技医疗诊疗器械将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高品质的就医体

验。另外，澳洋医院将加强肿瘤学科建设，在本市打造一个优质的肿瘤学术、科研平台，吸引国内、国际上知名的肿瘤科研

专家。力推澳洋医院肿瘤诊疗技术的快速发展，还将为临床研究提供分子水平的建议和参考，并将临床诊断学的教学工作纳

入澳洋医院的教学体系中，最终目标是建成国内一流、与国际接轨的医、教、研结合的高水平研究院。 

在政府政策方面，党的十九大及十三届全国人大后，政府也相继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大力支持医疗服务产业的发展，目

前来看，医疗服务业务主要受医疗服务需求变动情况的影响，而当下，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给医疗服务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预计我国医疗服务需求仍会大幅增长，医疗服务

产业将会较快速发展，有利于公司医疗服务业务持续稳定增长。 

b、康复服务业务 

公司的康复医疗服务业务拟打造以张家港为中心，辐射江浙地区的康复连锁体系。公司投资的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

湖州澳洋康复医院已开始正式营业，募投项目张家港港城康复医院已经落成，即将正式开业，公司的康复业务也将继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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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发展势头。 

c、医药流通业务 

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现代医药流通企业，为华东地区较大的单体医药物流企业，是国家AAAA级物流

企业。仓储总面积近6万平方米，其中已启用达到GSP标准的仓储总面积15000平方米，通过B2B模式，向下游客户配送药品、

器械等。 

医药流通业务主要受药品采购价格、物流运营成本及下游需求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在建的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

限公司异地新建项目正按计划有序实施，该项目将进一步提升物流设备、流程的现代化、智能化与信息化，提升物流服务质

量与效率。新的物流中心建成后，将能够满足医药物流未来发展的需要，满足每年约20-25亿元的仓储物流服务需要。在设

计理念、作业效率、投入产出、人员用工、分拣速度、配送品类等方面，在华东地区将具有较强竞争力。 

2、化学纤维业务 

公司目前的化学纤维业务主要为粘胶短纤的生产销售，最终销售产品为粘胶短纤及其差变化品种，属于纺织原料。粘胶

短纤销售客户为下游纱线企业，其主要受原材料及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粘胶短线业务由于市场价格波动，

导致毛利率下降。公司所投资建设的阜宁澳洋16万吨/年差别化粘胶短纤维项目进展顺利，该项目将使得公司化学纤维业务

规模化优势提升，调整公司粘胶短纤业务产品结构及档次，提升差别化粘胶短纤的生产能力，增加粘胶产品附加值，提升粘

胶业务毛利率，进一步加强公司粘胶短纤业务的竞争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化学纤维 2,950,799,376.54 -203,774,069.00 3.40% -18.97% -501.33% -6.20% 

医药物流 992,992,426.90 15,930,027.15 7.47% -0.97% -26.54% -0.31% 

医疗服务 734,436,693.71 114,141,635.25 28.59% 1.80% 29.42% 5.84% 

康养服务 32,444,378.88 -27,877,753.00 2.66% 470.84% 128.63% 47.4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变更 

1、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

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

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

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本期金额667,407,096.87元，上期金额748,031,963.94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1,464,200,302.43元，上期金额1,629,052,872.47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1,414,136.12元，上期金额1,785,000.00

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8,861,103.38元，上期金额6,812,719.52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

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

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57,388,175.33元，重分类至“研发费

用”。 

2、财政部于2018年7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应用指南》（以下简称“应用指南”），明确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中关于日常活动的判断标准，公司对2017年度的政府补助，也按照应用指南的判断标

准进行调整，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政府补助补偿的成本费用属于营业利润之中的项目的，属

于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列报“其他收益”项目 

2017年度调增其他收益金额11,707,163.94元，调减营业外收入

11,707,163.94元；2018年度调增其他收益金额19,677,532.66元，调

减营业外收入19,677,532.66元。 

二、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从控股股东控制的子公司处收购了张家港优居壹佰护理院有限公司，因此合并范围较上年发生了变化。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沈学如 

 

2019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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