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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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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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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

厦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健康大

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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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洋医院杨舍分院、澳洋医院

三兴分院、顺康医院、港城康复医院、湖州澳洋康复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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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床位超230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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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搬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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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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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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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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982,034,952.03 4,710,672,876.03 -36.70% 5,371,628,79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175,246.45 10,359,785.58 -4,204.09% 153,504,53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9,398,941.43 -91,573,606.98 -423.51% 118,738,86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7,620,902.87 -179,619,214.54 -249.42% 103,888,825.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01 -5,600.00%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01 -5,600.00%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7% 0.66% -26.73% 12.1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6,347,388,953.83 6,519,745,205.30 -2.64% 5,510,510,81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11,327,392.16 1,868,592,334.59 -24.47% 1,496,458,7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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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424,447.25 767,579,874.38 702,588,359.42 560,442,27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3,822,598.25 -134,964,474.25 -103,791,299.92 -132,596,87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545,557.81 -136,586,231.86 -102,869,179.56 -181,397,972.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0,287,700.15 -128,769,152.05 43,673,525.93 -732,812,9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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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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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3,07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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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0% 305,154,786  质押 226,000,000 

张林昌 
境内自然

人 
2.81% 21,78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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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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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 7,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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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6,772 股，通过投

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9,516,015 股，合计持有 21,78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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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2,034,952.0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70%；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425,175,246.45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4,2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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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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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澳洋医院三期的投入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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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康复服务领域方面，公司报告期内重点投资和发展了多个康复医疗项目，形成了以张家港地区支撑，逐步向外扩大医

疗服务辐射区域，公司募投项目之一——张家港港城康复医院已开始营业。极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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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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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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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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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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搬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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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847,087.99 -569,480,708.01 -4.73% -59.85% -179.47% -8.13% 

医药物流 949,349,064.57 -2,324,166.43 8.10% -4.40% -114.59% 0.63% 

医疗服务 773,155,398.64 36,366,607.11 22.94% 5.27% -68.14% -5.65% 

康养服务 74,683,400.83 -32,700,670.10 1.67% 130.19% -17.30%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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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由于公司部分粘胶短纤生产线停产及粘胶短纤市场价格波动导致化学纤维板块相关业务亏损。2019年年度

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了36.70%，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了459.30%，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8281.9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了4204.09%；上述业绩变化主要原因系公司粘胶短纤产品销量下降且价格下降导致

化纤业务收入下降，其次由于2019年内部分粘胶短纤生产线停产导致相关业务亏损。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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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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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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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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384,520,503.65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313,882,316.95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628,980,578.21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835,219,724.22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

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

年末余额318,211,353.36元， “应收账

款”上年年末余额724,442,429.21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

年末余额351,500,578.21元， “应付账

款”上年年末余额252,690,348.42元。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

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

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

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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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 母公司 

（1）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20,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2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20,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20,000,000.00 

（2）“其他应收款”项目中的“应收利息”

改为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取但

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的利息（基于实

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包含在相

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 

其他应收款：减少1,414,136.12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1,414,136.12 

其他应收款：减少81,111.11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81,111.11 

（3）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至“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债务工具）” 

应收票据：减少147,642,198.62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147,642,198.62 

应收票据：减少81,333,048.33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81,333,048.33 

（4）“其他应付款”项目中的“应付利息”

改为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应 支付

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支付的利息（基于

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 包含

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 

其他应付款：减少4,361,103.38 

短期借款：增加4,221,636.72 

长期借款：增加139,466.66 

其他应付款：减少1,862,054.90 

短期借款：增加1,862,054.90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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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897,119,716.09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897,119,716.0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84,520,503.65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36,878,305.03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47,642,198.6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82,886,593.2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82,886,593.22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1,640,378.72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0,226,242.60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1,414,136.12 

持有至到期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债务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权益工具)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

具) 
2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20,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450,072,571.71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450,072,571.7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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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18,211,353.36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36,878,305.03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81,333,048.33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722,605,148.58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722,605,148.58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08,926,259.0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08,845,147.95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81,111.11 

持有至到期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债务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权益工具)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2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20,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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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在报告期内，因子公司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放弃了对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优先购买权，董事会改

选之后，公司丧失对其控制权，因此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公司在报告期内，因子公司江苏澳洋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放弃了对徐州澳洋华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的同比例增资权，

公司持股比例由51%下降至37.97%，因此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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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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