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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50                               证券简称：奥美医疗                           公告编号：2020-059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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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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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美医疗 股票代码 00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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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先举 郑晓程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8号 田厦金牛广场A

座 19 楼 奥美医疗证券部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8号 田厦金牛广场A

座 19 楼 奥美医疗证券部 

电话 0755-88299832 0755-88299832 

电子信箱 ir@allmed.cn ir@allmed.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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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55,525,258.33 1,094,676,090.33 10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1,645,802.44 111,814,518.44 53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64,991,642.09 101,720,640.64 553.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7,505,458.58 64,297,204.02 1,21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238 0.2808 30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238 0.2808 30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6% 7.85% 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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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230,245,441.73 3,155,715,681.82 3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19,081,317.25 2,051,694,830.55 22.7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1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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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金海 境外自然人 23.02% 145,794,859 145,794,859   

陈浩华 境内自然人 16.33% 103,440,018 77,580,013   

程宏 境内自然人 15.17% 96,089,239 72,066,929   

万小香 境内自然人 9.87% 62,483,509 62,483,509   

杜先举 境内自然人 2.99% 18,937,942 14,203,456   

崔星炜 境内自然人 2.36% 14,915,303 14,915,303   

崔辉 境内自然人 2.36% 14,915,303 14,915,303   

杜开文 境内自然人 1.73% 10,937,890 0   

长江经济带（湖

北）产业并购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6% 9,217,400 0   

宁波星邻星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常州五星

钛信绿色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14% 7,227,97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崔金海、万小香、崔辉、崔星炜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万小香、崔辉、崔星炜为崔金海的一致行动人。万小香为崔金海之配偶、崔

辉、崔星炜为崔金海之子。2. 杜开文为杜先举的一致行动人，为杜先举之子。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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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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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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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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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宏观因素 

2020年上半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持续受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中美经贸摩擦与全球经济下滑影响，经济下行风险增大。

尽管宏观环境形势较差，但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感染防护用品、医用敷料市场总体呈现较快增长的态势。 

 

（二）微观因素 

由于公司地处湖北省，2020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活动较正常年份相比受到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原材料与产成品运输，与

感染防护用品需求大幅上升影响其他品类产品正常生产调度等，但公司积极克服困难复工复产，积极履行社会责任。2020

年上半年，公司感染防护用品销售额大幅增长，其他产品销售额亦有一定幅度增长。 

 

（三）经营成果与亮点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落实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战略，积极应对新冠疫情与宏观经济不确定因素，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公司

各项业务均取得了平稳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成果与亮点如下： 

 

1. 收入利润持续增长，收益质量高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55,525,258.33元，同比增长106.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1,645,802.44

元，同比增长553.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664,991,642.09元，同比增长553.74%。经常性损益

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93.44%，收益质量高。公司基本面持续向好。 

 

2. 境内收入占比提升，收入结构优化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境内营业收入821,094,431.79元，同比增长519.63%，占营业收入比重为36.40%，同比提升24.29%，

实现了收入结构的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国内市场业务取得发展，公司产品覆盖全国范围内多家医院与药店。 

 

3 毛利率提升，全产业链覆盖、高技术生产效益逐步释放 

2020年上半年，公司各主要产品毛利率均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得益于公司坚持全产业链覆盖的生产模式，积极推动信

息化、智能化、自动化生产改造，高技术生产效益逐步得到释放。 

 

4. 与国药器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国药集团奥美(湖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成立 

2020年3月，公司与国药器械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和国内医疗供应链市场变化的新

形势以及各方业务拓展的需要，提高合作双方在行业内的整体竞争优势，双方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2020年5月，国药集团奥美(湖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成立，奥美医疗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杜先举、公司副总裁崔东宁

出任国药奥美董事，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崔辉出任国药奥美总经理。该公司是国药器械旗下第一家工业公司。 

目前，双方正积极推进战略合作协议的具体落实。 

 

5. 战略加码，实现感染防护产品全产业链覆盖，产品对标3M等国际知名品牌 

2020年5月，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奥美医疗疾控防护用品生产基地并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为完善公司产品线，提升公司竞争优势，公司拟投资新建奥美医疗疾控防护用品生产基地，并新设全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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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作为承接该项目的主体。该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人民币。该项目拟引进全球最先进的基材生产设备，并配套定制的自动化、

智能化成品深加工生产线，实现感染防护产品的全产业链覆盖于全流程控制。 

该项目主要半成品为高品质纺熔布(SMMS)、熔喷布(M)，纺粘布(S)；主要产成品为高品质滤材、高品质隔离服、手术

衣、防护服、手术洞巾等感染防护产品与工业防护产品。由于该项目主要基材生产设备采用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先进的生产线，

该项目产成品品质将可对标3M、霍尼韦尔等国际知名品牌。 

该项目建设目标为占领相关领域的技术制高点、质量制高点、成本制高点，进一步巩固公司的竞争壁垒，扩大公司竞争

优势。 

目前该项目仍处于建设阶段，项目公司奥美医疗（湖北）防护用品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公司销售部门与研发部门

正在与客户密切沟通，就市场营销、技术方案等进行交流。 

有关该项目的详细信息，投资者可查阅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0年5月13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2020年7月12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6. 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公司快速响应，全力保供保产，公司感染防护产品、伤口与包扎护理等产品加速进入国内市场，受

到国内专业市场使用者如医生、护士等群体的广泛好评。 

疫情期间，全球医用敷料供应受生产厂商停工停产影响。奥美医疗与全球客户保持密切沟通，充分发挥全产业链布局优

势，提升公司生产调度能力，保持感染防护产品与其他产品协调供应，尽可能保障客户产品需求与产品交期，收到全球客户

广泛赞誉，进一步加深了与客户的合作关系。 

2020年3月，公司与国药器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奥美医疗全产业链覆盖的布局、先进专业的工业制造能力、严格完整

的质量控制体系等受到国药集团的认可。同时，奥美医疗成为国药器械法国口罩项目的主要供应商。 

2020年第二季度起，公司医用外科口罩、儿童口罩陆续进入药店等零售市场。奥美医疗根据医院等专业使用者、零售市

场消费者的意见，率先在全市场推出单片灭菌包装的医用外科口罩，广受市场好评。 

2020年两会期间，国药器械可来福口罩作为两会专用防护物资，供两会委员在会议期间佩戴使用，奥美医疗作为生产企

业承担了大部分供应任务。 

疫情期间，奥美医疗的口罩等感染防护产品，多次作为官方援外物资运往法国、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地，支援海外抗

疫工作。 

2020年5月6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正式发布GB/T38880-2020《儿童口罩技术规范》推荐性国家标准，奥美医疗

为该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7. 抗疫同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2019年12月底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后，作为湖北当地上市公司，奥美医疗快速响应，全力保供保产，

想尽一切办法提升防护用品产能。公司董事长率领多位高管全程坐镇，赴枝江等地组织协调生产。 

作为湖北省防指指定防疫物资保供企业，奥美医疗在新冠疫情期间履行了保供、保价的社会责任，全力保证湖北省等地

防疫物资供应，并对发往抗疫一线的口罩等产品实行全检，保障一线医务人员的安全。并在国内疫情缓解后，承担防疫物资

中央储备任务、湖北省储备任务与援外任务。 

在做好保供保产工作的同时，奥美医疗向湖北省防控指挥部捐赠了N95医用防护口罩3万只，向方舱医院捐赠了医用外

科口罩2万只；向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捐赠10万只医用口罩，以支援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供电设施抢建；向枝江市人民

医院、天门市第二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捐赠了医用口罩（含医用外科口罩）7万只；还向宜昌、荆门、监利、天门、丹江口

等地的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及医疗机构捐赠医用口罩80多万只、医用手套3万多双，隔离服1000套等。与此同时，我们还从

日本客户处采购了各型护目镜1.19万只捐赠给同济医院。 

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在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发展基金等单位牵头下，我们同国药控股一起发起温暖女性医护的捐赠

活动，捐出了15000份“女性医护关爱包”，主要包括公司出产的灭菌装女性生理用品、全棉无纺布干湿柔巾、水洗纱布浴巾

及医用外科口罩等物品。 

在湖北省高考来临之际，奥美医疗向全省106家高考相关单位和考点捐赠76万多只医用外科口罩。除此之外，公司还向

宜昌市中考考生捐赠28万只医用外科口罩。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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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

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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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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6月8日，合并范围新增新成立子公司奥美医疗(湖北)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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