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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2                               证券简称：澳洋健康                            公告编号：2021-15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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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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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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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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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座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厦

A 座 

电话 0512-58166952 0512-58166952 

电子信箱 jic@aoy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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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康、养、护联动发展模式，形成以澳洋医院总院为支撑，澳洋医院三兴分院、顺康医

院、港城康复医院、优居壹佰护理院、张家港澳洋护理院联动发展。公司医疗服务业务立足基本医疗、兼具专科特色，总床

位已超2300张。 

 报告期内，澳洋医院被评为三级综合医院，同年通过JCI认证医院复评，助力于提升上市公司在大健康领域的知名度，

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对公司的经营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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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P标准的仓储总面积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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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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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物流中心将能够满足医药物流未来发展的需要，满足每年约20到25个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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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东地区具有较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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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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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较大，前三季度市场价格在低位徘徊，第四季度有所回暖，但全年均价

仍处于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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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083,401,179.95 2,982,034,952.03 3.40% 4,710,672,87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8,994,227.81 -425,175,246.45 -7.95% 10,359,78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9,635,087.36 -479,398,941.43 -25.08% -91,573,606.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329,179.05 -627,620,902.87 119.97% -179,619,214.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5 -7.27%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5 -7.27%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84% -26.07% -12.77% 0.6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6,426,603,320.51 6,347,388,953.83 1.25% 6,519,745,20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2,334,702.21 1,411,327,392.16 -32.52% 1,868,592,334.5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34,283,585.15 713,235,700.51 784,459,238.10 951,422,65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844,721.30 13,426,852.13 -96,048,034.59 -254,528,32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060,481.38 -104,132,870.39 -122,248,013.57 -243,193,72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259,246.41 395,584,011.02 -108,576,382.38 100,580,7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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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0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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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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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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1% 235,349,599  质押 57,000,000 

张林昌 境内自然人 2.63% 20,389,306    

沈卿 境内自然人 2.21% 17,166,000    

深圳亮度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3% 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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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10,365,200    

迟健 境内自然人 1.29% 10,050,000    

钱惠东 境内自然人 0.88% 6,820,000    

包天剑 境内自然人 0.45% 3,513,800    

许天凯 境内自然人 0.45% 3,510,100    

李金花 境内自然人 0.45% 3,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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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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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3,291 股，通过投资

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9,516,015 股，合计持有 20,38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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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3,083,401,179.95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40%；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458,994,227.81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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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康、养、护联动发展模式，形成以澳洋医院总院为支撑，澳洋医院三兴分院、顺康医

院、港城康复医院、优居壹佰护理院、张家港澳洋护理院联动发展。公司医疗服务业务立足基本医疗、兼具专科特色，总床

位已超2300张。 

 公司募投项目澳洋医院三期的投入进一步提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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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诊疗器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更高品质的就医体验。澳洋医院加强肿瘤学科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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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洋医院2020年12月被评为三级综合医院，同年通过JCI认证医院复评，助力于提升上市公司在大

健康领域的知名度，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对公司的经营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张家港港城康复医院满足和

提升了本市康复人群的康复医疗、功能训练的质量和水平。在政府政策方面，“十四五”规划下，大健康产业面临更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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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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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P标准的仓储总面积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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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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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物流中心将能够满足医药物流未来发展的需要，满足每年约20到25个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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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报告期内，粘胶短纤市场需求较去年同期波动较大，前三季度市场价格在低位徘徊，第四季度有所回暖，但全年均价

仍处于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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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396,902.23 -447,551,969.28 -17.29% 2.49% 21.41% -12.56% 

医药物流 1,011,318,762.36 -11,836,897.89 5.65% 6.53% -409.30% -2.45% 

医疗服务 857,685,515.36 16,422,412.12 19.62% 1.16% 347.97%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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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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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

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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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3号”），自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a.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

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13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

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b.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

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13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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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学如 

 

2021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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