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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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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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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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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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朋医疗 股票代码 30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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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飞 叶俞飞 

办公地址 江苏省如东县经济开发区永通大道东侧 江苏省如东县经济开发区永通大道东侧 

传真 0513-80158003 0513-80158003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 2 - 

电话 0513-80158003 0513-80158003 

电子信箱 apon@apon.com.cn apon_zq@apon.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战略目标 

“让生命远离痛楚”是公司的初心，也是公司的使命。爱朋医疗自成立以来，积极投身

于中国舒适化医疗健康事业，始终以临床需求为出发点，以循证医学为研发依据，以匠心品

质为经营理念，在疼痛管理和鼻腔护理两个细分领域持续深耕多年，立志成为医疗细分行业

内“舒适化医疗智能硬件领先者”。 

公司进一步明确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完成疼痛管理和鼻腔护理两个细分领域医疗器械

产品和服务生态圈布局，并成为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急慢性疼痛管理、鼻腔护理两个细分领域

智能器械、系统集成和服务第一品牌。 

（二）主要业务 

1. 疼痛管理业务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将“疼痛”确定为继血压、呼吸、脉搏、体温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

征”，疼痛管理的相关研究与治疗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公司着眼于未来国内巨大的疼痛管理

市场，全力推进在术后镇痛、分娩镇痛、癌痛镇痛等急慢性疼痛管理领域的建设，建立疼痛

管理的生态圈。公司不仅自主开发了高精度智能化的微电脑注药泵，还开发了无线镇痛管理

系统，并且与国内多家大型医疗机构联合打造无痛病房、无痛医院等信息化样板医院，立志

于成为国内疼痛管理的领军企业。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疼痛管理产品覆盖全国31个省市，约

1500家终端医院，1000家经销商，年服务患者400万人次。未来，公司将在疼痛管理方面进行

更深入的研发和市场开拓，充分布局急、慢性疼痛市场，持续推进疼痛管理生态圈的构建。 

1.1 急性疼痛布局   

公司自2001年创立以来，便致力于急性疼痛管理领域用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

务，主要产品为微电脑注药泵、无线镇痛管理系统、一次性注药泵等。  

微电脑注药泵是一种能够精确、持续、微量给药的输液医疗设备，由可重复使用的微电

脑驱动装置和一次性使用的输液装置组成。主要用于术后镇痛、分娩镇痛、癌痛镇痛、肿瘤

化疗等临床治疗中药液的精确输注和监测，缓解患者疼痛。微电脑注药泵通过高精度无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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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调控、人性化智能编程设置、多种特有的给药模式、记忆存储芯片、安全保护功能和信息

化拓展功能，为患者的“快速康复”保驾护航。公司及子公司提供了“爱朋”及“爱普”两

个微电脑注药泵品牌，以及满足不同临床应用需求的多种型号系列产品，能够有效提高产品

覆盖范围，为临床医师提供完善的疼痛管理工具。 

iPainfreeTM无线镇痛管理系统软件产品是一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虚拟无痛病房设备管理

解决方案，具有无线综合疼痛评估、互动式患者疼痛教育、无线综合疼痛随访、个体化患者

自控镇痛、无线实时PCA监测、镇痛设备维保、疼痛心理疏导、无线镇痛体征监护、疼痛信

息管理分析、分院质控管理等功能模块和硬件等功能。无线镇痛管理系统可以及时传递微电

脑注药泵的运行数据和镇痛患者的相关数据，协助医护人员远程掌控患者疼痛相关医疗信息，

提高镇痛质量，减少医疗差错，降低医护人员工作负荷，提升疾病诊疗的舒适化水平；同时，

可以高效的储存大样本疼痛数据，为学术科研提供支持。有效实施无线镇痛管理系统，在发

挥公司产品优势的同时，提高行业水准，并通过信息化样板医院的建设，进一步提升品牌影

响力。 

术后镇痛 

术后疼痛是机体对手术创伤所致的一种复杂的生理反应。调查显示手术后患者中重度疼

痛比例达70%-80%。剧烈疼痛可能导致患者睡眠不足、情绪低落，血压升高，导致心肌缺血、

梗死，伤口出血等一系列并发症出现。疼痛刺激通过脊髓介质，交感神经反射可引起肌肉、

血管收缩，致切口呈缺铁状态，引起机体代谢异常，影响切口愈合。积极有效的术后镇痛可

明显加速术后康复过程，降低围手术期应激反应，减少血栓和心血管病变的发生率。传统的

镇痛方法是患者需镇痛时，患者口服镇痛药物或医护人员给予肌肉、皮下、静脉注射药物等，

但存在不能及时镇痛、血药浓度波动大、镇痛时间有限、个体化用药等缺点，患者的镇痛满

意度较低。以微电脑注药泵为代表的精确药液输注装置，结合患者自控镇痛技术，通过持续、

微量、精确给药达到镇痛效果，已经成为术后镇痛的主流及发展趋势。 

术后镇痛领域是公司深耕多年并持续开拓的重要市场之一，通过学术推动、渠道建设和

公众教育多方面努力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历年来公司持续参与或推动全国或各省麻醉年会、

疼痛年会、中国麻醉周活动、精益求精沙龙等各项学术共建活动，为渠道合作伙伴提供完善

的培训体系、市场推广支持、细致的售后服务，从而实现渠道合作伙伴的成长与共赢。 

分娩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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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疼痛被认为是人类感受到最剧烈的疼痛之一，也是疼痛管理最主要的应用领域之一。

近年来随着国家促进无痛分娩政策的落实，这一项医疗服务在全国迅速普及。公司较早布局

无痛分娩市场，并在产品研发注册、学术共建、临床试点、品牌建立等方面进行重点投入。 

公司作为分娩镇痛在国内普及和推广的领先企业，与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中国医师

学会麻醉学医师分会和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等学术组织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在全国推出

“快乐产房”大型公益活动，面向公众开展无痛分娩的科普、义诊、宣讲工作；并响应中国

医师协会号召，以最重要合作伙伴的身份参与“分娩镇痛试点医院项目”……我们持续助力

中国分娩镇痛前行。报告期内，使用公司产品开展无痛分娩的综合医院或妇幼专科医院超过

600家，《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名单的通知》（国卫办

医函〔2019〕284号）文件确定的试点医院与公司开展业务合作超过400家。 

借势分娩镇痛医疗体系建立，基于iPainfree™无线镇痛管理系统软件的基础，公司开发了

iPainfree™产科分娩镇痛信息管理系统软件，提供分娩镇痛整体解决方案。该产品填补了专门

服务于分娩镇痛的信息系统软件空白，在麻醉科和产科之间起到了桥接作用；实时监护产妇

的生命体征，提升医疗质量，保障围产期安全；可兼容胎心监测等设备；可与HIS或手麻等系

统对接；数据统计和分析，全程有效监控，治疗过程可完整还原。产科分娩镇痛信息系统加

速了科室和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有助于科室管理与临床科研。 

分娩镇痛细分市场是公司重点目标细分市场，也是近年来的高增长市场。借助国家政策

引导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凭借领先的脉冲给药技术、产科分娩镇痛信息管理系统的信息化

拓展功能和广泛的临床应用基础，这一领域的开拓将为公司业绩的高增长提供有力保障。 

1.2 慢性疼痛布局 

癌痛镇痛 

疼痛是癌症患者最常见和难以忍受的症状之一，初诊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率约为25%，

而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率可达60 ~80％，其中1/3的患者为重度疼痛。如果癌症疼痛（以

下简称“癌痛”）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患者往往感到极度不适，可能会引起或加重其

焦虑、抑郁、乏力、失眠以及食欲减退等症状，显著影响患者的日常活动、自理能力、社会

交往和整体生活质量。因此在癌症治疗过程中，镇痛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癌痛患者应当进行

常规筛查、规范评估和有效地控制疼痛，强调全方位和全程管理，还应当做好患者及其家属

的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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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到重度癌症疼痛一般使用杜冷丁、吗啡等强效阿片类药物制剂进行治疗，但此类药物

会有一定的耐药性及“成瘾”等副作用。实践证明，使用微电脑注药泵的持续、微量、精确

给药方式，结合患者自控镇痛技术开展癌痛镇痛，能够最大化发挥阿片类药物的镇痛作用，

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癌痛镇痛医疗器械市场正在逐渐形成并增速明显。公司也与业内深耕

于癌性疼痛镇痛药物细分市场的公司开展合作，形成合力，帮助公司迅速打开市场。 

另外，公司微电脑注药泵有针对癌痛镇痛给药的专门型号，该型号产品历经多年市场检

验，其精确性、安全性、稳定性和一致性均获得临床认可。报告期内，公司微电脑注药泵应

用于癌痛镇痛领域销量稳定增长，并逐步成为公司利润贡献的新增长点。 

难治性慢性疼痛 

常州瑞神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神安”）是专门从事植入式神经调控产品的

创新企业，其创始人及团队长期深耕于国内植入式神经刺激器领域，其脊髓电刺激镇痛在研

产品“植入式可充电脊髓刺激器”被称为难治性、顽固性慢性疼痛的终极解决方案，并于2016

年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 

公司专注并战略定位于疼痛管理领域医疗器械细分行业，瑞神安所进行的技术开发和产

品研发符合公司未来疼痛管理领域医疗器械的战略定位和产品布局。公司于2019年8月与瑞神

安及其股东签订增资协议，在项目早期投资参股布局相关产品，有利于节约投资成本，便于

公司全过程参与控制相应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为未来与公司战略形成协同效应奠定基

础。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在疼痛诊断、治疗、镇痛监护以及信息管理全流程中布局疼痛管理产

品，形成疼痛管理生态圈。 

2. 鼻腔护理业务 

近年来鼻炎及呼吸道疾病患者人数持续增长。鼻腔作为人体呼吸的第一道关口，大量病

毒、细菌和霉菌等微生物以及花粉、尘螨等过敏原，极易在鼻腔黏膜表面沉积，进而引起急

慢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当这些微生物和过敏原经鼻腔吸入支气管和肺泡接触时，

还能引起下呼吸道感染和过敏性炎症。鼻腔冲洗是一种被临床实践认可的行之有效的鼻科常

用辅助治疗方式，具有副作用小、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患者易耐受与随访，且能确切改善

鼻部症状等优点，近年来被国际各大指南性文件提及和推荐使用。根据欧洲鼻窦炎、鼻息肉

诊疗意见书及我国儿童鼻-鼻窦炎诊疗建议（昆明，2012）等相关指南，“鼻腔冲洗”已经从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 6 - 

“辅助治疗”到具有直接治疗效果的“重要治疗手段”被推荐为用于鼻-鼻窦炎的临床治疗（A

类推荐）。鼻腔护理越来越多的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欧美国家鼻腔护理已经相当普遍，意

义同于每日口腔清洁和脸部清洁，但在国内鼻腔护理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爱朋医疗全资子公司上海诺斯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鼻腔护理领域用医疗器械的运

营销售、品牌建设、市场服务以及营销创新，定位于鼻腔护理细分领域第一品牌，提供分病

种全周期鼻腔护理解决方案。诺斯清围绕鼻腔护理疾病管理生态圈，在鼻腔日常护理、鼻部

疾病的围术期护理、鼻炎治疗等领域布局公司产品，并在医院、零售药房、互联网平台等多

个渠道开展公司业务。 

鼻腔护理“序贯治疗”是诺斯清首次提出的用于鼻腔护理领域的治疗新理念，根据国际

学术及指南依据，公司从渗透压、缓冲溶液、酸碱度三个角度，创新研发了针对不同鼻炎以

及病症期使用的多型号、多品规生理性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满足不同鼻炎患者个性化、精

准化治疗需求，产品经过临床验证，得到了临床医生的普遍认可，具有较高的产品创新度和

领先性。 

2.1 等渗型生理性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 

等渗型生理性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通过鼻腔的清洗，有效改善鼻腔环境，提高粘膜纤毛

功能，降低粘膜水肿，减少炎性因子、过敏原等，适用于鼻腔干燥、鼻塞、鼻痒、流涕、鼻

出血等鼻腔不适症；鼻腔伤口表面清洗和术后创面的清洗；鼻腔的日常卫生护理。临床上一

般用作各类鼻炎缓解期及长期日常护理。“诺斯清”生理性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为二类医疗器

械产品，定位于中高端鼻腔诊疗、护理品牌，主要在医院、药房及线上医药电商平台销售；

“小诺”海盐水鼻腔护理喷雾为非医疗器械产品，定位于鼻腔护理日用品牌，以线上非医药

渠道销售为主，主要在零售、母婴和日用商超等渠道销售。 

2.2 高渗缓冲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 

在普通生理性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基础上，针对临床过敏性鼻炎鼻腔环境PH值偏酸性特

点，公司研发了高渗缓冲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其PH值为弱碱性，并且添加缓冲成分，因渗

透压高于血液，可有效缓解鼻腔充血等症状，适用于急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及各类鼻炎急性

期。研究表明，鼻腔冲洗液中加入缓冲成分可显著提高患者舒适度；使用2%的高渗缓冲海水

鼻腔冲洗的患者发生鼻塞、头痛等症状发生率明显降低，同时抗生素的用量也相对减少。高

渗缓冲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以临床处方为主，与等渗产品序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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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弱酸性缓冲生理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 

在普通生理性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基础上，针对临床慢性鼻窦炎鼻腔环境PH值偏碱性特

点，公司研发了弱酸性缓冲生理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其PH值为弱酸性，并且添加缓冲成分，

可在鼻腔中营造偏酸性的环境，有效抑制细菌繁殖，起到消解炎症的作用，适用于慢性鼻炎、

慢性鼻窦炎及各类鼻炎缓解期，可长期使用。 

2.4 其他产品 

诺斯清专用恒温加热器为公司研发的配合鼻喷护理喷雾器使用的加热器产品，能够让鼻

腔护理喷雾器保持40℃恒温。临床研究及学术期刊表明，40℃生理盐水鼻腔冲洗可明显改善

变应性鼻炎患者喷嚏和鼻塞症状，并降低鼻腔冲洗液中组胺和白三烯的含量，是鼻腔冲洗最

舒适、有效的温度，恒温加热器能够有效提升患者体验、舒适洗鼻。 

“敏伴”复合益生菌粉固体饮料是诺斯清研发并销售的产品。现代医学认为抗敏益生菌

可降低免疫致敏因子LgE，有助于敏感体质的改善，提升相关人群免疫力。区别于一般益生

菌产品主要应用于肠道调节，敏伴复合益生菌产品选用的菌株均是经过临床验证有一定改善

机体过敏反应作用且在国家婴幼儿可食用目录中的抗敏益生菌株，适用于婴幼儿湿疹及其他

过敏性疾病辅助治疗，且能与诺斯清生理性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一同针对过敏性鼻炎和哮喘

患者尤其是儿童人群，起到“内外兼顾、辅助治疗”的作用。 

3. 医疗器械集成创新孵化平台业务 

2019年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扩大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药监局联合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预示着注册人制度在医疗器械领域正式落地，实现医疗器械领域注册证与生产许可证的“解

绑”，进一步鼓励医疗器械创新，推动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注册人制度的政策红利叠加国内快

速发展的医疗器械需求，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将蓬勃发展、新品迭出，由此为医疗器械CDMO

业务和整个行业提供了近百亿级规模市场，医疗器械CDMO业务也将充分借鉴医药CDMO业

务模式和经验，快速发展。 

公司在多年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和经营管理过程中，对医疗器械项目整个生命周期中存在

的风险有充分认识，并且有丰富的解决办法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推行的医疗器械

注册人制度，公司以CDMO业务为导向，围绕舒适化医疗领域，计划开展针对医疗器械生命

周期各阶段的5S（Support）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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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支持（Capital Support）服务，包括项目主体工商注册登记、天使投资、产业

投资、行政许可申报等。 

（2）研发支持（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pport）服务，包括技术研发、产品开发，

工艺实验，原材料试验，样品（机）制造、测试、验证，知识产权申报和管理等。 

（3）注册支持（Logon Support）服务，包括样品（机）呈送试验、检测，临床试验，注

册申报，获得注册证等。 

（4）生产支持（Manufacture Support）服务，包括接受委托生产，小试、中试及量产等。 

（5）营销支持（Market Support）服务，包括接受委托销售，代理销售，市场开拓，学

术共建，渠道建设等。 

公司将充分利用企业各项资源优势，打造符合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要求的一站式医疗器

械集成创新孵化平台，致力于为医疗器械产业化提供产品研发到上市的全生命周期一站式解

决方案，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第三大业务。爱朋医疗5S服务具备开发、临床、注册、生产等

一系列成本等优势。公司将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组建专业服务团队，解决科研院校、经营企

业、创业者等各类客户痛点，助力转型升级，促成合作共赢，打造成医疗器械成果孵化基地。 

（三）业绩驱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7,964.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38%；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0,234.3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

润8,454.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35%。业绩稳定增长的驱动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 

1. 行业发展 

医疗器械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最

近20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迎来黄金发展期，中国医疗器械行业规模从2006年的434亿元增长

至2017年的4,425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3%。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9-2024年中

国医疗器械行业市场需求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预计2019年我国医

疗器械市场规模将突破6,000亿元，达到6,285亿元，未来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4%，并预

测在2023年我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达到10,767亿元。 

截至2016年底，我国药品和医疗器械人均消费额的比例仅为100:35，远低于100:70的全球

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100:98的水平。在国民经济水平提升、人口自然增长、人口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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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加剧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居民医疗保健意识与消费能力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机构对医

疗器械的需求将不断增大。随着中国逐渐形成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和成本优势，吸引、培育高

素质研发团队和技术工人，在完成技术突破后，国内医疗器械企业有望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

由此看来，国内医疗器械发展空间巨大，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以上所涉及数据来源于

兴业证券2019年3月《医疗器械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2. 政策支持 

近些年，国家相继出台关于医疗器械的规划、指导措施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促进医疗器

械产业健康发展，相关政策将直接利好疼痛管理及鼻腔护理领域医疗器械。 

（1）国家控制药占比：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

见》明确提出“力争在2017年将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

右”，预示着医院收入结构将出现大的调整，医疗器械的使用将更受关注。 

（2）国家推进分级诊疗：2017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

明确提出“到2020年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随着分级

诊疗制度的不断施行，基层诊疗人次的不断增加，基层诊疗机构的新增医疗资源需求巨大，

高性价比的国产医疗器械将会成为首选。 

（3）国家增强麻醉医师队伍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发布的《关于印发加强和

完善麻醉医疗服务意见的通知》（国卫医发〔2018〕21号）文件，旨在解决我国麻醉医师短缺

问题，加强麻醉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文中要求“力争到2020年，麻醉

医师数量增加到9万，每万人口麻醉医师数提高到0.65人；到2030年，麻醉医师数量增加到14

万，每万人口麻醉医师数接近1人；到2035年，麻醉医师数量增加到16万，每万人口麻醉医师

数达到1人以上并保持稳定。”加强麻醉医师队伍建设将是疼痛管理快速发展的有效保障。 

（4）国家加强麻醉医疗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发布《关于印发2019年深入落

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重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265号）文件指

出要“持续加强麻醉医疗服务。确定分娩镇痛试点医院，深入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鼓励

医院开设麻醉门诊、疼痛门诊，加强儿童、老年人、肿瘤患者的镇痛服务。有条件的医院探

索建立门诊无痛诊疗中心、儿童镇静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舒适化的新需要。

积极应用快速康复理念指导临床实践，提高手术患者医疗服务质量，缩短手术患者平均住院

日。”该文件明确指出疼痛管理的重要性，将有力促进公司所在疼痛管理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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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大力推广无痛分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发布《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名单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284号）文件，确

定了913家医院作为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无痛分娩的推广将直接促进公司分娩镇痛

相关产品的销量。 

（6）国家推进麻醉信息系统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发布《麻醉科医疗服务能

力建设指南（试行）》的通知，强调“医疗机构应当根据麻醉医疗服务和管理需求配置相应的

设备设施，建设完善麻醉信息系统”。公司于2013年提前布局无线镇痛管理系统，于2016年实

现智能硬件+软件的术后镇痛整体解决方案，将为公司在术后镇痛细分市场的增长提供持续的

保障。 

（7）国家推进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国家药监局2019年发布《关于扩大医疗器械注册

人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国药监械注〔2019〕33号），明确“加快推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

展，为全面实施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进一步积累经验。”各省市也相继发布实施方案，助力公

司集成创新孵化平台发展。 

3. 市场空间 

3.1 疼痛管理领域 

公司疼痛管理领域主要产品的市场增长空间为： 

（1）目标人群扩大：手术量、无痛分娩量、癌痛患者量的持续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2018年我国住院患者年手术人次由2,130.47万人次增加至

6,171.6万人次，年复合增长率约为10%。术后镇痛细分市场在公司产品销售市场中始终居于

主导地位，手术数量增加直接推动行业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我国新生儿量超过1500万。根据中华医学麻醉学分会产科

麻醉学组的调研，目前我国分娩镇痛率约为15%左右，欧美国家均超过80%，我国分娩镇痛

推广的工作目标是分娩镇痛率达到40%，分娩镇痛细分市场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人口预期恶性肿瘤新发病例总数为

429.2万人。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从2010年开始，癌症已经成为居民主要疾

病死亡原因，癌症镇痛已不容忽视。 

（2）镇痛理念普及：术后镇痛率持续提升，舒适化医疗理念普及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 11 -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提升以及医疗卫生技术革新，人们对疼痛管理认知不

断增强，“舒适化医疗”理念逐步普及，无痛医疗将成为“舒适化医疗”的核心部分。目前国

内尚未有镇痛比例权威研究数据，根据部分医院发表的文献报导，术后PCA镇痛比例普遍约

为30%-40%，术后PCA镇痛率有较大的增长空间，随着PCA镇痛理念的普及，未来无痛病房、

无痛病区，甚至无痛社区将从需求变为现实。 

（3）产品性能迭代：微电脑注药泵逐步普及 

患者自控镇痛（PCA）具有起效较快、无镇痛盲区、血药浓度相对稳定、可通过冲击（弹

丸）剂量及时控制爆发痛，并有用药个体化、患者满意度高等优点，是目前手术后镇痛常用

和理想的方法，适用于手术后中到重度疼痛。微电脑注药泵将智能编程控制与精确药液输注

相结合，结合全方位安全监测技术、疼痛管理信息平台技术等不仅可以实现PCA镇痛，也是

实现“个体化镇痛”的必要工具。随着国民对医疗器械更“精准、稳定、安全、有效”的追

求，微电脑注药泵的使用将越来越普及。 

3.2 鼻腔护理领域 

公司鼻腔护理领域主要产品的市场增长空间为： 

（1）庞大的鼻炎疾病人群 

根据2011年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国内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为17.6%，慢性鼻窦炎的

患病率约8%，鼻炎患病率明显提升。鼻炎产生的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影响患者的社交活动，

重度鼻炎疾病还将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质量，导致睡眠呼吸紊乱，并让儿童及学生表现出多

动和注意力障碍等问题。公司鼻腔护理领域医疗器械定位于鼻炎疾病人群，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简单、安全、有效、差异化的鼻腔护理产品，为客户的“鼻腔舒适化”创造价值。 

（2）鼻腔护理理念普及 

随着人们医疗卫生意识整体提升，“关爱鼻腔，保持鼻腔健康环境”的理念会得到进一步

普及，鼻腔护理认知程度会日益提高，鼻腔护理最终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鼻腔

护理市场也将最终形成并释放巨大市场潜力。 

（3）鼻炎患者就诊率提升 

鼻炎疾病一般不会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得不到患者的足够重视，鼻炎患者的就诊率不

到20%。随着国家分级诊疗制度的推广，基层诊疗机构的不断完善，轻症疾病的治疗将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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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方便，鼻炎患者的就诊率也会逐步提升。 

（4）渠道扩展 

公司鼻腔护理领域医疗器械以医院“处方海水”为主，通过学术共建、洗鼻患者教育等

方式，树立鼻腔护理第一品牌。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向零售和线上渠道进行拓展，从院内处

方延伸到院外自我护理，线下处方逐渐映射到线上复购。 

目前公司产品线下及线上的经营情况如下： 

1）鼻腔护理产品的线下销售 

公司鼻腔护理产品经过多年市场精耕细作，逐步树立起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市场占有率

领先。报告期内，公司鼻腔护理产品销售涉及终端医院超过800家，线下终端药店超过3000

家。全国医药连锁企业排名前十强中，国大药房、海王星辰、华氏大药房等均与公司长期合

作，销售公司鼻腔护理产品。 

2）鼻腔护理产品的线上销售 

公司在天猫、京东等网上平台开设有旗舰店，进一步拓宽了鼻腔护理产品的销售渠道，

提升了公司品牌形象。公司与线上知名药店如阿里健康大药房、好药师大药房、康爱多大药

房等均有合作，各合作网上药店长期推广销售公司鼻腔护理产品。公司诺斯清生理性海水鼻

腔护理喷雾器在线上家用医疗器械类目中销量保持领先，并获得医药经济报及家庭医生在线

评选的“2018-2019家庭常备药上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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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379,647,097.53 298,033,812.31 27.38% 246,922,31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343,469.80 70,089,798.68 46.02% 57,921,51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541,753.95 66,909,349.89 26.35% 55,527,932.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590,761.60 78,127,068.21 -0.69% 67,075,966.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7 1.16 9.48% 0.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7 1.16 9.48% 0.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3% 22.84% -6.71% 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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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757,642,068.05 687,955,326.39 10.13% 333,255,05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4,881,424.96 604,857,955.16 11.58% 271,838,13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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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55,092.77 99,616,439.26 91,546,886.99 118,828,67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50,873.36 25,961,915.70 34,154,915.67 26,975,76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99,130.35 23,940,636.82 18,601,980.70 28,100,006.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24,999.55 31,286,207.51 -6,761,834.82 68,491,3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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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8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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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凝宇 
境内自然

人 
36.15% 29,210,135 29,210,135 质押 5,000,000 

张智慧 
境内自然

人 
14.20% 11,475,595 11,475,595 质押 2,050,000 

上海盛宇黑

科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3.75% 3,030,000 0   

张乃之 
境内自然
人 

2.57% 2,079,776 0   

尹学志 
境内自然

人 
2.23% 1,805,273 0   

叶建立 
境内自然

人 
2.06% 1,661,659 1,246,244   

孙祖伟 
境内自然

人 
1.75% 1,411,597 1,411,597   

南通朋众股
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74% 1,408,0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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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鸿智
言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48% 1,198,657 0   

关继峰 
境内自然
人 

1.16% 940,889 705,6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35 号）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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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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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7,964.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38%；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0,234.3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

润8,454.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35%。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达到75,764.21万元，较期初

同比增长10.13%，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67,488.14万元，较期初同比增长11.58%。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战略发展方向，稳步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积极发挥研发、生产、

销售等各方面经营优势，两大类主要产品营业收入皆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现金流状况良好，

所有者权益稳步增长，具体情况如下： 

1、营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仍专注于疼痛管理和鼻腔护理两大细分领域，两大领域用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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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的销售业绩均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疼痛管理领域产品经营情况 

截至2019年末，公司疼痛管理领域用医疗器械主要产品为微电脑注药泵、一次性注药泵、

无线镇痛管理系统，同时公司独家代理销售贝瑞电子的脉搏血氧仪及传感器等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经销商考核管理、深耕存量医院、开发新医院，在疼痛管理产品领

域取得了扎实的成绩。 

报告期内，公司疼痛管理类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4,915.42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65.63%，

较去年同比增长15.76%；微电脑注药泵输液装置实现营业收入22,128.68万元，较去年同比增

长20.53%。 

截至2019年末，公司疼痛管理类产品拥有销售人员90人，拥有经销商约1000家，2019年

末公司微电脑注药泵已覆盖273个城市的约1500家医疗机构，其中公立医院1417家，三级医院

730家。 

（2）鼻腔护理领域产品销售情况 

截至2019年末，公司鼻腔护理领域主要产品为“诺斯清”生理性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

“小诺”海盐水鼻腔护理喷雾、敏伴益生菌粉等。公司的鼻腔护理产品由子公司诺斯清负责

销售，诺斯清建有立体的销售渠道及相匹配的专业销售团队，通过经销的销售模式将产品销

往医院和药店，通过直销的销售模式将产品覆盖至互联网销售平台、药店和终端消费者，实

现各类型销售终端的全面覆盖。报告期内，诺斯清通过业务拓展、渠道拓展、线上销售多管

齐下的方式，为鼻腔护理领域产品创造了良好的业绩。 

“诺斯清”生理性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涵盖等渗护理、高渗缓冲、弱酸性、可调式等多

种品规，报告期内上市的弱酸性缓冲规格完善了鼻腔护理喷雾器产品序列，真正实现以“序

贯疗法”满足鼻腔疾病患者不同阶段的预防、治疗鼻炎需求。报告期内，“诺斯清”生理性海

水鼻腔护理喷雾器实现营业收入10,100.43万元，同比增长32.69%。报告期内公司着力推动以

临床销售获得患者认可进而产生后续药店、线上购买行为的营销策略，“诺斯清”生理性海水

鼻腔护理喷雾器在医院渠道实现营业收入3,905.45万元，受益于临床销售的带动作用，线下

药店渠道实现营业收入2,087.19万元，线上零售渠道实现营业收入4,107.79万元，线上零售

渠道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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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末，公司鼻腔护理领域销售人员75人；覆盖终端医疗机构超过800家，线下终

端药店超过3000家。 

2、学术共建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挖产品学术价值，坚持学术共建，以学术驱动扩大公司业务影响

范围。报告期内，公司参与了多场麻醉、产科、鼻科领域的全国性大型学术会议，在会议期

间组织专家医师座谈、讲座等活动；同时公司还在各大城市定期主动组织学术沙龙，为医师

搭建学术交流、病例分享的平台。通过组织参与上述学术共建活动，公司在医护人员中树立

了专业化品牌形象，获得了医生、专家学者对公司产品较高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同时公司也

实现了切实掌握临床实际需求、了解国际前沿医疗技术的目的。 

报告期内，公司协助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CAA）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医院项目

专家巡讲，参与泛长三角产科麻醉联盟、珠三角分娩镇痛协作组、常春藤医学联盟、东北母

婴麻醉联盟、“快乐产房”公益科普等一系列学术活动，协助多家医院承办“规范化分娩镇痛

流程”培训班，有针对性的在二级以上医院、基层医院、孕妇群体中开展学术活动，为公司

疼痛管理产品在无痛分娩领域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鼻腔护理产品，持续在二级以上医院、耳鼻喉专科医院、耳鼻喉科

室进行学术共建活动，向医生及患者传递公司专业化的品牌定位。公司还与多家医院合作主

办了“全国爱鼻日”活动，推动以“序贯疗法”为主题的鼻炎预防、治疗科学新理念，培养

全民鼻腔护理意识。 

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系统人员定期为经销商进行学术知识、产品知识培训，并协助其

培养专业化售后服务人员，便于其更好的满足医护和患者的临床需求，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

临床的使用效能，丰富产品的附加价值。公司还通过微信公众号“爱朋医疗”、“诺斯清

NasalCleaner”向社会公众进行术后镇痛、无痛分娩、鼻炎等相关知识的科普工作。 

3、生产情况 

公司一直秉持“产品质量就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的信念，持续强化覆盖了研发、采购、

生产、流通到售后等各个环节的全程质量管控体系，坚持严格遵守体系要求进行生产经营活

动。公司通过加强原材料品质管控、改进生产环节工艺流程、筛选更换供应商等方式，进一

步提升产品质量。公司为微电脑注药泵输液装置生产线、鼻腔护理喷雾器生产线增加了自动

化生产设备，在节约人力、提升效率的同时提高产品质量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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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生产系统充分调动人力、物力资源，确保各产品供应充足，良好应对了销售

系统在第三、四季度尤其是“双11”、“双12”期间增长的产品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还建立了由多部门人员组成的客户诉求分析小组，主动收集经销商、医

护人员及临床使用者对公司产品的反馈意见形成分析报告，据此完善质量管控体系、提升产

品质量。 

2019年，鉴于公司在执行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加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方面表现优秀，公

司获得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推荐，参加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的首届全国医疗

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经验交流会，并作为全国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百家先进单位之

一分享了公司在质量管理方面的经验，为促进我国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研发情况 

公司一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报告期内坚持立足于疼痛管理、鼻腔护理领域用医

疗器械研发，投入研发费用2,449.6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75%。公司拥有一支由93人组

成的研发团队，成员具有产品定义、系统、软件、机械、电子、耗材等方面的专业研究能力，

皆拥有成熟的研发经验。 

（1）医疗器械注册证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Ⅲ类医疗器械注册证3项，Ⅱ类医疗器械注册证7项，具体明细

如下： 

序号 医疗器械名称 注册分类 证书编号 临床用途 注册证有效期 注册人 
备注（新增/

变更/失效） 

1 
一次性使用输

注泵 
第三类 

国械注准

20173540531 

本产品适用于在临床微量给药治疗

中持续或间断输注药液。 
2022.03.15 爱朋医疗  

2 电子注药泵 第三类 国械注准
20173541272 

产品用于多种原因引起的疼痛以及

需要持续或间断注入药液的病人，也
可用于癌症病人的化疗。给药途径为

静脉给药和硬膜外给药。 

2022.06.26 爱朋医疗 
变更证书文

件 

3 
术后镇痛中央

监护管理系统 
第二类 苏械注准

20172700723 

用于对术后镇痛相关设备（全自动注

药泵）的运行情况，包括已输入量，
报警信息，病人自控按键次数和时间

的信息进行监护，以及对相关设备的
使用信息及数据进行传输、记录、保

持、输出和管理。 

2022.05.08 爱朋医疗  

4 微电脑全自动
注药泵 

第二类 苏械注准
20152541041 

本产品与爱朋医疗生产的全自动注

药泵输液装置配合使用，用于控制注

入患者体内液体流量。（其中ZZB-Ⅰ

型为通用型；ZZB-Ⅱ型为时辰型；

ZZB-Ⅲ型为通用通讯接口型。） 

2020.10.09 爱朋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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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理性海水鼻

腔护理喷雾器 
第二类 

苏械注准
20142140681 

用于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鼻息
肉、鼻窦炎等鼻腔疾病患者的鼻腔清

洗，也用于鼻炎手术后及化疗后的鼻

腔清洗。 

2024.06.02 爱朋医疗 延续注册 

6 

高渗缓冲海水

鼻腔护理喷雾

器 

第二类 
苏械注准

20162640556 

用于纠正偏酸性鼻腔内环境，适用于
急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引起的流涕、

喷嚏、鼻塞、鼻痒、鼻粘膜充血等鼻

腔不适症，鼻腔黏膜的清洗、湿润和

护理。 

2021.05.29 爱朋医疗  

7 
弱酸性缓冲生

理海水鼻腔护
理喷雾器 

第二类 苏械注准
20182141263 

适用于慢性鼻炎、鼻窦炎引起的鼻干
燥、鼻塞、鼻腔异味、鼻痒、喷嚏、

流涕等鼻腔不适症，鼻腔黏膜的清
洗、湿润和护理。可改善偏碱性鼻腔

内环境。 

2023.08.19 爱朋医疗  

8 注药泵配用液

袋 
第三类 国械注准

20153140847 

配套爱普科学生产的DDB-I注药泵使

用的一次性使用输液装置。 
2024.10.23 爱普科学 延续注册 

9 微电脑电动注
药泵 

第二类 苏械注准
20182540567 

配合液袋及相关药物，用于小剂量持

续或间断输注镇痛、化疗药物（其中
DDB-I-C用于无线网络移动监控，

DDB-I-D用于化疗、DDB-I-E用于术后
镇痛、DDB-I-F用于手术给药）。 

2023.03.08 爱普科学  

10 
微电脑化疗注

药泵 
第二类 苏械注准

20152540768 
配合液袋及相关药物，用于小剂量持
续或间断输注化疗药物。 

2020.07.16 爱普科学  

报告期内，公司为两项注册证进行了延续注册，无注册证新增或失效情况。 

（2）注册中医疗器械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有6个医疗器械处于注册申请中，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注册人 医疗器械名称 注册分类 临床用途 
注册所处

阶段 
进展情况 

是否申报创新
医疗器械 

1 爱朋医疗 程控脉冲注药

泵 
第三类 

本产品用于精确、定量控制输注患
者体内的药液，包括镇痛给药和分

娩镇痛。 

注册评审 待受理 否 

2 爱朋医疗 高渗海水鼻腔
喷雾器 

第二类 

适用于变应性鼻炎引起的鼻腔不

适症状，用于冲洗和清洁鼻腔，稀

释和排出因鼻粘膜水肿而产生的

分泌物，使鼻腔保持湿润、清洁。 

注册评审 行政审批 否 

3 爱朋医疗 一次性生理海
水鼻腔冲洗器 

第二类 

用于鼻腔冲洗；用于急慢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等鼻

腔疾病患者的鼻腔清洗，也用于鼻
炎手术后及化疗后的鼻腔清洗。 

临床试验 试验中 否 

4 爱普科学 
微电脑电动注

药泵 
第三类 

配合液袋及相关药物，用于小剂量

持续或间断输注药物。 
注册评审 待审评 否 

5 爱普科学 
微电脑化疗注

药泵 
第三类 

配合液袋及相关药物，用于小剂量

持续或间断输注化疗药物。 
注册评审 审评完成 否 

上表中，爱普科学的“微电脑化疗注药泵”已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注册证编号：国械

注准20203140192，详情参见公司于2020年3月18日披露于巨潮网的《爱朋医疗:关于全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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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3）重点研发项目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重点研发项目进展如下： 

 

序

号 

在研项

目 
创新点 期初进度 目前进度 研发方式 

研发

主体 

1 

智 能

化、信

息化精

确给药

装置 

1）组件自主识别，提高装置使用有效性和安全性，

有效避免医疗意外发生； 

2）产品模块化，结构更稳定，一致性耐久性更好； 

3）设备高频次自主内检，提高设备运行安全性； 

4）提高网络通讯安全等级，支持通过安全网络通

道远程监控设备运行功能。 

设计完成，样机制作，
设计更新，样机测试；

完善设计开发文档。 

注册检测中 自主研发 
爱朋

医疗 

2 

医用蠕
动泵核

心主材
研究 

1）核心主材弹性提高100%； 

2）核心主材多配方，以满足不同功能医用需求，

如化疗药物； 

3）核心主材挤塑一致性提高100%； 

挤塑工艺提升。 

设计开发的前期，已完
成设计输入，正在开展

样品试制工作。 

小批样 品试
制完成，完成

样品检测。 

自主研发 
爱朋

医疗 

3 

信息系
统间共

享服务

平台 

公司多套信息系统软件由于预期应用场景不同，

各系统在设计开发时相对独立，数据没有相互共

享；如果在同一医疗机构使用时，医护人员需要
登录多个系统才能看到全部信息，给临床工作带

来不便。本项目尝试通过技术方案，重点针对公

司几套信息化系统软件，研究一种规范化的平台

工具，实现各系统之间信息的无缝连接；可以有

效提高临床监护信息反馈的实时性和医护人员的

工作效率。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 
完成软 件著

作权登记 
自主研发 

爱朋

医疗 

4 

智 能

化、信

息化脉

冲给药

装置 

1） 智能化、信息化，通过网络实现超视距管理； 

2） 管理数据及时更新； 

3） 可实现脉冲式给药，给药方案由医生视患者个

体差异而确定； 

4） 更精确、更微量。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生
产工艺建立和完善，产

品送检进入注册流程。 

通过注 册检
测，正在进行

注册审评 

自主研发 
爱朋

医疗 

5 
鼻腔冲

洗器 

1） 针对鼻腔、鼻窦疾病的有效冲洗； 

2） 独特瓶体和冲洗头设计，增加产品亲和度和检
验感； 

3） 使用、携带方便，安全、卫生； 

配套泡腾片式盐包。 

设计开发完成，样品完

成，样品测试准备。 
项目已结项 自主研发 

爱朋

医疗 

6 

术后镇

痛中央

监护管

理系统
2.0 

1）系统1.0版升级产品； 

2）进一步提高信息收集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 

3）进一步增强临床疼痛管理和治疗的辅助功能，

有效降低医护人员的工作量； 

4）大数据平台。 

注册送检阶段。 

已完成 注册

送检，开展临

床实验 

自主研发 
爱朋

医疗 

7 
细分泵
项目 

1）规格和配置全面的输液装置； 

2）智能化给药逻辑； 

3）可设置阻塞压力等级； 

4）精确的给药精度以及可接入系统网络的配置。 

 

已完成 设计

输入、输出和

验证工作，正

在进行 试生

产活动。 

自主研发 
爱朋
医疗 

8 
口腔矫

治器 

1）可调节前伸距离的创新方式； 

2）患者可自行进行牙齿的定型； 

3）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材质选择； 

 

已完成 P1 阶

段项目 策划
和设计输入 

自主研发 
爱朋

医疗 

9 
液体敷
料 

1）非药品成分，独特配方比例； 

2）具有鼻腔冲洗，物理屏障，抑菌，防粘连，止
血等功效； 

3）规格齐全，5~150ml之间不等的品规。  

 

已完成 P1 阶
段项目 策划

和设计输入 

自主研发 
爱朋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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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型微
电脑电

动注药

泵

（DDB

型） 

1）微电脑电动注药泵DDB-I-B升级换代产品； 

2）主要针对化疗药物输注； 

3）兼顾其他临床需求。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生
产工艺完善，第三方注

册产品检测进行中。 

产品注 册资
料审核中，等

待注册体考。 

自主研发 
爱普
科学 

11 

便携式
电动注

药 泵

（ DZB

型） 

1） 良好的外观设计，更好的产品亲和度； 

2） 更高的给药精度； 

3） 携带方便、操作简捷； 

4） 临床应用范围细化；如镇痛、化疗、ICU病房、

儿科、神经科、心血管科、医疗科研等领域。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生
产工艺完善，第三方注

册产品检测进行中。 

注册检 验整

改中。 
自主研发 

爱普

科学 

12 

微电脑
电动注

药泵升
级

（DDB

型） 

1） 微电脑电动注药泵DDB-I-A升级换代； 

2） 产品一致性和稳定性大幅提高； 

3） 符合监管新规定； 

4）生产成本降低。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生

产工艺完善，第三方注

册产品检测进行中。 

产品注 册资

料审核中，等

待注册体考。 

自主研发 
爱普
科学 

13 

电磁干

扰对产

品质量

影响及
微电脑

注药泵

抗电磁

干扰研

究 

1） 深入研究各类电磁干扰对微电脑注药泵生产

及运行的影响； 

2） 积累相应数据，分析数据，形成结论； 

3） 提高公司产品抗电磁干扰的能力，提高产品

精度和安全性。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生
产工艺完善，第三方注

册产品检测进行中。 

已取得 产品

注册证，该产

品即将 上市

销售。 

自主研发 
爱普
科学 

14 

微电脑

注药泵
管理系

统的研

究 

1）多网络技术融合； 

2）系统针对性强； 

3）数据传输安全性、完整性好。 

设计开发的中后期。 
注册送 检阶
段。 

自主研发 
爱普
科学 

15 

微量精

度测试

系统的

研发 

1）满足国家/行业标准关于PCA输液精度的测试要

求； 

2）自动检测并计算注药泵PCA输液精度； 

3）提高注药泵PCA性能指标检验效率。 

 

工程样 机验

证确认完成，

目前试 用阶

段。 

自主研发 
爱普
科学 

16 

多型号

配用液
袋的研

发 

1）符合国家/行业的要求 

2）应对市场对于单向阀的需求，防止药液回流，
避免或减少临床问题的发生。 

3）引入新材料的研究 

 

目前材 料选

型、结构设计

验证阶段。 

自主研发 
爱普
科学 

17 

注药泵
特殊性

能研究 

1）满足国家/行业新标准的要求，提高防水性能。  
注册送 检阶

段。 
自主研发 

爱普

科学 

（4）知识产权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获授权专利64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51项，外观设

计专利7项。 

报告期内，公司新申请专利12项，其中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外观设计专利1

项。 

报告期内，公司新获授权专利11项，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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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授权日 专利权利人 

1 一种长按平键式薄膜开关 ZL201821198015.3 实用新型 2019.01.22 爱朋医疗 

2 
一种具有信息监测和反馈功能的分

娩镇痛系统 
ZL201720995518.2 实用新型 2019.02.19 

爱朋医疗、爱普科

学 

3 
带保险栓的旋转压入式注药泵液袋

自动锁紧装置 
ZL201721777480.8 实用新型 2019.02.05 爱普科学 

4 注药泵带堵塞压力检测机构的自减

速偏心凸轮结构 
ZL201721777389.6 实用新型 2019.02.05 爱普科学 

5 鼻腔冲洗壶 ZL201830621944.X 外观设计 2019.05.14 诺斯清 

6 电池盖连接机构及医用泵 ZL201821647344.1 实用新型 2019.07.23 爱朋医疗 

7 
便携式注药泵的抗静电干扰微型无

线传输装置 
ZL201821636815.9 实用新型 2019.09.03 爱普科学 

8 便携式注药泵语音报警装置 ZL201821636821.4 实用新型 2019.09.17 爱普科学 

9 具有凸轮定位功能的输液装置 ZL201821681583.9 实用新型 2019.10.15 爱朋医疗 

10 注药泵装置及其锁附机构 ZL201821647372.3 实用新型 2019.10.15 爱朋医疗 

11 具有压力检测功能的输液装置 ZL201821681584.3 实用新型 2019.10.29 爱朋医疗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登记软件及作品著作权36项，较上年末增加11项，新增情况如下： 

编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著作权人 登记日 

1 爱朋电子注药泵Ⅰ型给药控制软件 2019SR0041535 爱朋医疗 2019.01.14 

2 爱朋电子注药泵Ⅱ型给药控制软件 2019SR0041542 爱朋医疗 2019.01.14 

3 爱朋电子注药泵Ⅲ型给药控制软件 2019SR0041270 爱朋医疗 2019.01.14 

4 自控给药模块控制系统 V1.0 2019SR0077978 爱普科学 2019.01.23 

5 注药泵液袋气压检测系统 V1.0 2019SR0077984 爱普科学 2019.01.23 

6 便携式注药泵语音报警系统 V1.0 2019SR0077990 爱普科学 2019.01.23 

7 爱朋 MCB-A 程控脉冲注药泵软件 2019SR0869294 爱朋医疗 2019.08.21 

8 爱朋 MCB-D 程控脉冲注药泵软件 2019SR0869314 爱朋医疗 2019.08.21 

9 爱朋 MCB-B 程控脉冲注药泵软件 2019SR0874030 爱朋医疗 2019.08.22 

10 爱朋信息系统间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系统 2019SR0878918 爱朋医疗 2019.08.23 

11 爱朋 MCB-C 程控脉冲注药泵软件 2019SR0882624 爱朋医疗 2019.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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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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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痛管理产品 249,154,218.98 176,870,202.77 70.99% 15.76% 11.02% -3.03% 

鼻腔护理产品 101,663,616.21 87,436,581.53 86.01% 31.57% 31.98%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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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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 

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本公司对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了相应调整。 

已批准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本期余额14,176,243.37元，上期余额5,574,001.82元； 

应收账款本期余50,752,234.41元，上期余额41,992,847.28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本期无余额，上期余额无余额； 

应付账款本期余额30,449,001.53元，上期余额29,081,275.96

元；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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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前述准

则，并根据前述准则关于衔接的规定，于2019年1月

1日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已批准  
详见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

表相关项目情况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在新金融工具首次施行日，本公司以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

量特征对金融资产进行重新分类。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

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法”。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于准则施行日，对金融工

具进行以下调整： 

1.本公司将以前年度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权益投资重新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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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和不可撤销地指

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本公司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法”对金融工具的减值情况进行了评估，经本公司评估，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下的预期信用损失法对本年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所列示的金额或披露并

无重大影响。 

本公司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2019年1月1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请见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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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9月，本公司将持股60%的子公司贝瑞电子出售，本公司2019年10月起不再将其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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