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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5                               证券简称：爱尔眼科                           公告编号：2019-026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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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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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383,380,14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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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眼科 股票代码 3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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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士君 黄强 

办公地址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198 号新世纪大厦

1218 室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198 号新世纪大厦

1218 室 

传真 0731-85179288-8039 0731-85179288-8039 

电话 0731-85136739 0731-85136739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yeah.net zhengquanbu@yeah.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作为专业眼科连锁医疗机构，主要从事各类眼科疾病诊疗、手术服务与医学验光配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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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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8,008,573,954.58 5,962,845,559.96 34.31% 4,000,401,67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8,937,348.30 742,514,537.35 35.88% 556,990,78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9,139,140.89 775,695,700.13 39.12% 546,758,93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9,870,398.14 1,330,404,512.30 5.22% 774,961,322.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56 0.3231 31.72% 0.36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45 0.3209 32.28% 0.36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5% 21.74% -3.19% 21.1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626,580,345.04 9,312,830,201.58 3.37% 4,427,969,97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92,813,760.06 5,216,091,489.38 9.14% 3,053,094,8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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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1,746,635,512.33 2,033,177,849.09 2,344,462,961.82 1,884,297,63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567,965.05 292,497,753.44 385,767,969.01 114,103,66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8,785,121.58 318,032,820.38 393,324,058.74 158,997,140.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833,290.93 483,528,996.45 452,226,292.61 169,281,8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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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2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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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医疗投资 境内非国有 39.11% 932,022,450 0 质押 169,97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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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 

陈邦 境内自然人 17.06% 406,688,122 309,690,571 质押 213,982,386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19% 123,754,195 0   

李力 境内自然人 3.56% 84,756,511 72,626,977 质押 24,950,000 

郭宏伟 境内自然人 3.18% 75,767,467 75,767,467   

高瓴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HCM

中国基金 

境外法人 2.34% 55,770,615 55,770,615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

添富医疗服务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4% 17,653,674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创业

板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3% 17,425,781 0   

信诚基金－中

信证券－上海

临港东方君和

科创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0.68% 16,303,751 16,303,751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64% 15,216,19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前 10 名股东中，爱尔投资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关联属性为控股母公司，陈邦是上市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中陈邦持有爱尔投资 80%的股份，李力持有爱尔投资 20%的股份；2、

陈邦与郭宏伟为连襟关系；3、公司前 10 名中的其余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有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未知其余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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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国家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有序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加快完善全民医保制度，

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同时，国家将青少年近视防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教育部会同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制定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相关目标并纳入政府考核

体系，上述政策的落地将为眼科医疗行业提供新的发展契机。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构建“眼健康生态圈”

为指引，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持续加大管理机制创新，加速医疗网络的战略布局，借助国际化平台优势，

整合利用全球资源，加大高端人才引进，提升产学研平台创新能力，促进各学科、全眼科业务协同发展，

公司继续保持高质量的快速增长态势。报告期内，公司门诊量5,735,650人次，同比增长13.00%；手术量

564,542例，同比增长9.07%，剔除白内障手术量，同比增长18.26%；实现营业收入800,857.40万元，同比

增长34.31%；实现营业利润155,773.80万元，同比增长40.05%；实现净利润106,584.91万元，同比增长34.45%；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00,893.73万元，同比增长35.8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107,913.91万元，同比增长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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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光手术 2,812,046,612.19 1,339,135,498.55 52.38% 45.59% 46.93% -0.43% 

白内障手术 1,544,753,914.11 962,555,540.98 37.69% 9.01% 9.94% -0.52% 

眼前段手术 982,594,551.42 548,383,300.45 44.19% 24.92% 15.98% 4.30% 

眼后段手术 542,405,921.42 355,348,127.46 34.49% 13.57% 17.68% -2.29% 

视光服务项目 1,476,923,262.20 657,606,246.09 55.47% 26.04% 21.12% 1.81% 

其他项目 638,568,882.38 379,604,776.35 40.55% 271.64% 295.36%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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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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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财政部于2018年9月发布的《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的规定，

对公司报表列报进行调整，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附注（五）、33。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期间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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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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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公司因新设主体导致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发生变动，主要变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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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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