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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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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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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9 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含税），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

司总股本 169,00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8,450,000元（含税）。同时拟以资本公

积金每 10股转增 3股。本次转股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219,700,000股。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南卫股份 60388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菲 张雨萌 

办公地址 江苏省武进经济开发区果香路1号 江苏省武进经济开发区果

香路1号 

电话 0519-86361837 0519-86361837 

电子信箱 info@nanfangmedical.com info@nanfangmedical.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透皮产品、医用胶布胶带及绷带、急救包、运动保护产品、护理产品等产品研发、



生产和销售，是集医药产品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公司主营业务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中的“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

制造（C2770）”。目前已形成了创可贴、贴膏剂、敷料、医用胶布胶带及绷带、急救包、运动保护

用品、护理用品等产品系列。 

1、透皮产品 

透皮产品是指主要通过皮肤敷贴方式给药，药物透过皮肤经毛细血管吸收进入全身血液循环达到

有效血药浓度并转移至各组织或病变部位，或由杀菌剂通过改变细菌胞浆膜通透性并使菌体胞浆

物质外渗，从而阻碍其代谢，起到杀灭作用，实现疾病治疗或预防的产品。公司生产的透皮产品

主要包括贴膏剂、敷料和创可贴。 

2、医用胶布胶带及绷带 

医用胶布胶带是采用无纺布、丝绸、PE 膜等基材，通过特殊的透气涂布工艺制成的产品，适用于

各种输液针管的固定、各类敷料的固定以及各类医疗包扎，具有粘贴牢固、不易脱落等特点。 

医用绷带主要以无纺布、棉布、纱布等材料为基材，通过在其表面涂覆天然橡胶或合成胶等自粘

性材料后制成的产品，适用于头部、胸腹部、背部、四肢以及开放性伤口敷药后的包扎和固定，

其具有自我粘合、稳定性良好、自我固定等特点。 

3、急救包 

针对不同场景需要，急救包将创可贴、胶布胶带、绷带及其他必需品进行集成，配置出行常用的

各种急救品，实现护创、消毒、止血、镇痛、包扎、固定等功能。 

4、运动保护用品 

运动保护用品是针对运动损伤预防、急救处置与康复训练中所需各类防护、保护产品。能够为肌

肉和关节性能提供支持和保护的敷料产品。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善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根据公司内部的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变

化开展经营活动，公司主要业务模式具体如下： 

1、采购模式 

（1）采购方式 

本公司针对主要产品属于订单式生产的特点，采用“以销定购”的采购模式，即按订单组织

采购的方式进行原材料采购；对于部分新品种产品，公司根据产品生产许可批准、生产进度进行



少量原材料的提前备货。本公司所涉及的采购品分为主材辅材两类，主材为布类、橡胶及氧化锌

等，辅材主要为松香、凡士林及包装材料等。 

本公司采购供应部根据生产计划部的安排以及仓储物流部提供的库存情况，结合供应商及原

材料市场的动态，采取统一询价的方式确定采购批量及单价，并签订采购合同，质量部负责材料

的检验，仓储物流部负责入库及库存管理，财务部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支付采购款项。 

（2）公司采购管理 

为保证采购物资的质量、规范采购行为，公司制定了采购管理制度，明确了公司物资采购的审批

决策程序、采购流程、采购供应部的职责和专业要求等，并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时进行修订。 

（3）公司供应商管理 

公司按照《供方管理制度》执行严格的供应商选择机制。由采购供应部、生产计划部、质量部等

组成评估小组，对供应商的资质、制造能力、行业内业绩表现、质量管理能力、质保体系、供货

范围、交货期等信息进行评估，并对于关键物料的供方进行现场评审，选择合格的供应商。评估

小组定期组织对供应商的供货品质、交货期、价格、服务等进行评估，每月填写《合格供应商质

量记录评定表》，每年填写《供应商年评审记录》，并将评审结果作为是否将其继续列入合格供应

商名单的参考依据。 

2、生产模式 

本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即根据客户的需求采取订单式服务的方式组织生产。对长

期合作的大型客户，为保证服务质量，公司按“年、月、周”定期了解客户需求信息，及时准备

必要的原材料，在客户正式下达订单后制定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对于中小型客户，因其需求具

有多批次、小批量及非标准化等特点，公司为适应市场按客户定制要求组织生产。对于自有品牌

产品，公司根据市场需求适当备货。 

销售部每月底将下一月份的月度销售计划下达至生产计划部，生产计划部根据生产能力及销售部

的订单确定生产任务，公司根据具体订单情况实行精细化管理，以控制生产进度。 

3、销售模式 

本公司业务以 ODM 模式为主；近年来，公司逐步加大对自主品牌产品开发、市场拓展力度，在

原有“妙手”系列产品的基础上，着力发展急救包、运动保护产品、护理产品等自主品牌产品。 

（1）国内市场销售模式 

国内市场销售模式主要分为云南白药业务和一般国内销售业务，具体如下： 

①云南白药业务 



本公司与云南白药集团长期合作，系云南白药集团长期合作伙伴。云南白药集团与公司就具体产

品签订委托生产协议，委托生产协议中就委托范围、生产质量管理、费用结算、双方责任等作出

约定。云南白药集团定期向公司提出生产任务，并生成纸质生产任务订单（主要内容系数量、规

格、指标等要求），公司根据相关生产任务订单组织生产，生产完毕后暂时存放于由公司及云南白

药集团共同管理的仓库，由云南白药集团根据市场需求形成纸质提货单（主要内容系发货品种、

数量及发货时间等要求）。从共管仓库发货时，公司库管及云南白药集团库管共同确认后方可发货。

月末公司根据双方确认的发货明细编制发货结算单，发货结算单由云南白药集团盖章确认后方可

结算。公司与云南白药集团共同管理的仓库在公司厂区内，仓库所有权归属及仓储成本承担方皆

为南卫股份。 

②一般国内销售业务 

一般国内销售业务主要系公司自有品牌“妙手”创可贴、贴膏剂、胶布胶带及绷带、急救包等产

品的销售，公司每月根据历史销售规模组织生产，由销售业务员对外销售，公司国内销售业务除

长期客户外，对新客户一般采取先款后货的形式。国内业务的销售模式属于买断式销售，交货后

商品的风险及收益归属于客户，公司不对商品的最终销售负责。 

一般国内销售业务的发货模式一般分为以下三种：客户自提、公司送货及物流快递发货。 

（2）国际市场销售模式 

国际市场销售模式主要分为国外品牌商销售业务和国内外贸公司销售业务，分别介绍如下： 

①国外品牌商销售业务 

部分国际知名医用敷料品牌商根据各自的市场状况和消费者需求，向公司提出大批量的定制研发

或制造产品需求，针对该类型客户销售业务，公司根据对方的实际订单要求进行组织生产，检验

合格后进行发货运输，并自行或委托第三方代理报关。 

②国内外贸公司业务 

国内外贸公司业务属于外向型的经销模式，产品根据品牌商要求定制化生产。在产品上印制品牌

商客户的商标，产品具有专用性较强且标识度差异程度较高的特点。外贸公司向公司发出购买订

单前，已经获取了终端品牌商客户的生产要求，公司获取订单后直接生产，产品完工后与外贸公

司沟通发货事项，发货前外贸公司自行或委托代理机构向公司发送进仓通知单，公司根据进仓通

知单信息将产品送至指定的出口报关仓库，并取得仓库进仓验收单，发货完成后，由经销商自行

或委托第三方代理报关。公司根据订单向外贸公司提供产品，属于买断式销售，交货后风险和收

益都归属于外贸公司。 



 

（三）行业情况说明 

近年来，医药行业的发展主要受到我国全面医疗改革规划政策变化的影响。其中，医药制造行业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是中国制造 2025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的重要保障。“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也是我国医药制造行业整体跃升的关

键时期。发展医疗器械产业目前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医用敷料行业的发展也获得了各级政府

的重视。 

1、医用敷料市场概况 

近年来，受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居民医疗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我

国医药费用支出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长期看来，医药工业销售额将稳步扩大，医药总产值以及

医药行业利润水平将持续增长，我国医用敷料行业的发展水平也将随之保持增长态势。 

在医用敷料行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目前已出现了包括医用敷料生产企业、下游知名医疗器械经

销商等少数在生产规模、技术优势、研发实力、营销渠道等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内外先进企业，这

些企业在产业链中相互之间展开紧密合作，共同为医院、社区诊所、OTC 药店、终端用户提供服

务，推动医用敷料行业健康发展。 

2、贴膏剂市场概况 

在我国，止痛产品市场需求巨大，具有止疼功效的贴膏剂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针对疼痛主

要采用内服外用的传统治疗方法，但是传统止痛药物存在不良反应的缺点，而贴膏剂以其疗效确

切、使用方便、不良反应少等优势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迅速覆盖市场。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

技术的进步，贴膏剂的透皮吸收技术以及药用成分得以改进，我国外用贴膏剂的销售额保持着快

速增长的趋势，贴膏剂种类日渐增多。 

3、公司所处市场地位 

公司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发展，已成为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公司结合自身

优势根据医疗器械行业的经营特点以及长三角区域纺织业的集群效应、交通便利等特点，快速满

足境内外客户交货需求并节省运输成本。通过与境外客户密切配合，形成了以 ODM 为主的经营

模式，不断提高直接销售的比重，实现境内外市场协同发展的市场布局并已成为国内具有领先地

位的创口贴生产基地。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869,601,971.34 845,813,968.47 2.81 822,964,834.25 

营业收入 491,688,011.57 479,823,815.86 2.47 488,708,74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051,595.53 39,250,119.36 -28.53 47,601,36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3,084,715.39 21,483,869.91 7.45 45,380,36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64,157,337.40 556,725,473.98 1.33 531,813,887.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994,069.13 52,749,492.03 -37.45 49,236,926.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23 -26.09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23 -26.09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02 7.21 减少2.19个百分点 13.6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0,510,945.78 122,714,945.59 128,456,076.69 140,006,04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301,849.80 13,777,423.15 10,131,002.62 -5,158,68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8,630,268.28 13,302,921.34 9,587,408.50 -8,435,88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284,653.07 -23,489,052.59 18,764,071.47 26,434,397.1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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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5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00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李平 17,345,250 75,162,750 44.48 75,162,750 质

押 

32,361,134 境内

自然

人 

苏州蓝盈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510,000 15,210,000 9.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徐东 2,925,000 12,675,000 7.50   质

押 

11,050,000 境内

自然

人 

李永中 1,316,250 5,703,750 3.38 5,703,75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李永平 1,316,250 5,703,750 3.38 5,703,750 质

押 

4,848,187 境内

自然

人 

王顺华 -440,536 5,315,536 3.15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李菲 234,000 1,014,000 0.6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陈靖 921,650 921,650 0.55   无   境内

自然

人 

尹海经 772,500 772,500 0.46   无   境内

自然

人 



陈惠琴 568,000 568,000 0.34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李平先生与李永平先生、李永中先生系兄弟关系。除此之外，

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168.8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186.42 万元，同比上涨

2.4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805.1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1,119.85万元，同比

下降 28.5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56,415.73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0.17 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具体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提示：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南方美邦（常州）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安徽普菲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常州南方卫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南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美莲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慧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

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