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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9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21-017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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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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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74,312,171 为基数（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数量），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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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康医药 股票代码 00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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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云 王秀婷 

办公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326 号 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326 号 

电话 0535-6737695 0535-6737695 

电子信箱 zhouyun@realcan.cn stock@realca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概述与经营模式 

瑞康医药集团以“中国最具活力的医药健康生态资源整合者”为愿景，致力于成为行业领先的医药服务方案提供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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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械流通、医学诊断、数字医疗等业务领域形成自身优势，打造服务模式，强化内外协同，组织产业资源，营造产业生态。 

瑞康医药集团在管理方面围绕聚焦转型、管理赋能、业务协同等关键举措，以原有医药分销业务为主体，聚焦BtoB，

形成领先的服务解决方案，同时对左翼核心工业（科技）、右翼核心入口（核心医院、数字医疗、病患管理等）进行战略合

作，形成两个拳头+两个生态，9大业务均谋求合作，互惠共生，共同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合规经营理念，精耕细作主营业务，完善综合服务优势，持续优化业务结构。针对新的市场和行业

环境，卡位战略机遇，聚焦优势业务，布局创新业务。财务表现和偿债能力稳定，资产负债率得以控制，各项费用率持续优

化，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正，公司正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过渡。 

（1）精耕细作主营业务，持续优化业务结构 

深耕全国销售网络：通过前期产业并购以及后续的有效整合，公司打造了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加大自营产品在全国销

售网络的覆盖，持续提升在全国的销售网络覆盖率，直接服务全国31个省份的下游终端客户近6万家。 

稳健发展主营业务：抓住两票制、带量采购、老龄化程度提高等市场机遇，进一步深耕市场，优化客户结构、优化产

品结构，依托既有自身优势提高药品、器械的直销份额，稳步加强终端客户覆盖，巩固提高市场占有率，确保传统业务高质

量发展。 

整合优化协同发展：在巩固传统药械配送业务的基础上，集中打造形成了药械流通、学术服务、医学诊断、金融科技、

中医药、数字化医疗、专业物流、综合器械等八大板块业务，同时通过参股控股向上游延伸，打造医疗科技生态板块，九大

业务互惠共生，共同发展，持续提升专业化水平及服务能力，创新业务与传统配送业务相互促进、相互协同。提升公司综合

实力，提高公司整体竞争优势，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 

拓展增值服务能级：随着全国销售网络的进一步下沉，与上游生产企业的合作持续扩大，目前国内外药品器械合作厂

家3万余家，与阿斯利康、罗氏、辉瑞、诺和诺德、贝克曼、迈瑞、希森美康、碧迪、思塔高、索灵、史赛克、西门子等企

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产品品类不断丰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尤其是生物药和创新药销售快速增长。通过对供应商的定制

化服务，提升了客户粘性，实现双方合作共赢。 

运营效率持续改善：公司强化应收账款的管理、不断优化支付方式和工具，回款账期和经营性现金流得到了大幅度的改

善。公司积极推进医药流通供应链金融，有效盘活了应收账款，并有效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率。公司加强库存管理，合理匹配

采销计划，加速库存周转效率。通过对两金占用的有效管理，进一步缩短运营周期、资金效率稳步改善。 

（2）卡位战略机遇，布局创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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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供应链金融模式： 与民生银行、建设银行和浙商银行等联手打造的医药商业供应链金融创新模式先后顺利落地，

通过全流程线上管控和自动数据传输，打造了供应链金融服务领域的创新标杆。供应链金融创新模式助力公司转型为平台型、

数字型服务商，对医药商业价值升级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作为连接上游医药生产企业和下游医院渠道的行业中枢，结合公

司SAP系统的业务数据以及医院院内物流管理SPD系统的精细数据，积极探索去中心化的医药产业供应链金融2.0模式。基于

互联网思维，以医药商业为中枢、以支付为通道，以数据、技术、运营为支撑，以综合服务为解决方案，打造涵盖支付、借

贷、理财的医药金融生态圈。 

布局数字化医疗业务：结合医改政策趋势，围绕“+互联网”医疗需求，公司整合现有医院管理(HIS)系统、医药福利管理

(PBM)、医院药事管理、院内物流管理（SPD）和保险理赔管理（TPA）、慢病管理等业务单元。延伸布局互联网医院、医

生集团及药品新零售等新业务领域，打造贯穿医院、医保、商保、零售药店和患者的远程诊疗、处方外流的线上医药体系，

聚焦重点慢性病种，通过“医+药+险”全链条打造数字化医疗生态平台，助力传统，布局未来，致力于未来形成健康信息服务

平台。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医药流通业是连接上游医药工业企业与下游医疗机构和终端客户的中间环节，是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和健康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围绕“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的国家医改稳步推进，“两票制”、“4+7带量采购”、医保目录调整以及按病

种付费（DRGs）改革等一系列政策落实，进一步强化控费、降价，鼓励研发创新、服务创新，推动行业集中度提升，促进

合理性用药的实现和药价的理性回归。随着国家医改深入推进，各种政策的影响和叠加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医药行业呈现企

业创新更加活跃，行业洗牌持续加剧态势，医药行业优劣分化加速，行业集中度将不断提高，新的市场格局正在形成。在上

述行业发展背景下，未来医药行业尤其是医药流通行业将呈现以下特征： 

（1）健康消费成为刚性需求 

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城镇化加快、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健康消费意识提升以及疾病谱的变化，特别是新冠疫情

的出现促使居民自我防护意识提高，这些因素导致未来健康消费成为刚性需求，市场容量持续放大。同时健康产业链条进一

步扩展、新型服务模式不断涌现、产品质量与服务体验持续改善。创新疗法及数字化新技术、价值医疗等新模式，逐步重塑

医疗产业。 

（2）市场容量呈现平稳增长 

为全面落实健康中国2030国家战略，国家为确保医保的可持续和参保患者的可及性，通过药品国家谈判、带量采购不断

扩面以及尝试高值耗材带量采购等举措大幅压缩产品准入价格；同时由于加大行业合规力度、压缩流通环节、穿透式财税检

查等因素同时影响，药品、器械耗材、检验材料等市场增速明显放缓。短期看市场进入平稳增长区间，从长期看医保完成“腾

笼换鸟”后，患者的保障水平将得以提高，医疗消费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市场必将进入新的快速成长周期。 

（3）终端格局下沉趋势加快 

由于零差率、控药占比等政策的持续推进，各级医疗机构药品销售动力明显减弱；同时国家为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相继

出台强化基层公立医院建设、鼓励通过医联体（医共体）快速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医师多点执业的

配套政策，加快了分级诊疗的进程。未来慢病患者快速向基层医院和社会办医机构分流，促进医疗资源合理使用，便利于患

者就医。为此，公司将积极应对、提前布局互联网医疗领域。 

（4）医药行业整合仍将持续 

从国际对标视角对照，目前中国医药流通行业集中度依然不高，行业散、小、乱现象依然存在，一方面多数中小企业资

金压力、成本压力、甚至合规压力依然突出；两票制导致中小企业核心品种资源匮乏，缺少发展后劲。另一方面部分大型、

集团型企业为全国网络布局和规模效应，仍将存在并购可能，因此行业并购、整合未来仍将持续。 

（5）技术进步催生行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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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5G、物联网、大数据、AI、免疫治疗、基因等技术的快速发展，预计未来从诊断、治疗、用药、康复、保健等领

域都将出现重大突破。受新冠疫情影响下，互联网居家远程医疗模式将慢病患者快速分流，医院处方外流零售药店也随之大

量实现，互联网医疗蓬勃发展，在线问诊、处方外流服务、药店+互联网、护理服务+互联网等新模式层出不穷，药品线上

终端即将成为主流终端之一。 

（6）产业链延伸加快，创新服务模式不断涌现 

面对当前行业形势的变化和外部政策环境的收紧，传统配送服务模式盈利能力无法保证企业的持续高速增长，药品流通

企业一方面通过投资并购，积极向上游医药工业发展业务，开展药品生产研发，同时发挥自身营销渠道优势，助推自产商品

的快速市场覆盖，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化设备的应用，实现以现代物流实施应用为基

础，向上下游提供供应链增值服务，积极探索服务、管理和技术创新，以创新服务模式深挖与客户的合作，降低经营成本，

提高效率，应对密集发布的医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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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7,203,883,915.23 35,258,509,453.80 -22.84% 33,918,534,25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302,746.74 -927,802,405.01 128.16% 771,184,61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153,155.85 -1,136,279,585.96 107.32% 287,876,98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539,132.74 2,094,524,875.02 -82.60% -201,660,118.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62 133.87% 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62 133.87% 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6% -11.77% 15.33% 9.5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1,290,194,324.55 32,465,273,591.15 -3.62% 34,868,874,83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69,056,190.59 7,186,492,673.66 3.93% 8,487,117,1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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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3,637,749.79 6,923,246,036.67 7,317,709,124.95 7,199,291,00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605,125.24 114,695,175.56 98,418,848.94 -47,416,40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011,072.18 46,385,543.47 57,741,071.59 -96,984,53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958,588.20 44,944,904.91 97,110,471.31 61,525,16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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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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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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5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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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仁华 境内自然人 19.13% 287,866,059 215,899,544 质押 255,885,737 

韩旭 境内自然人 12.46% 187,491,897 140,618,923 质押 94,955,474 

荆州招商慧泽

医药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75,235,525    

#陈世辉 境内自然人 2.13% 32,077,681    

江阴毅达高新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2% 30,441,184    

瑞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其他 2.02% 30,398,30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红杉贤盛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 30,094,200    

长城国融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8% 26,845,667    

上海艾动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0% 12,112,101    

汇添富基金－

工商银行－汇

添富－优势医

药企业定增计

划 5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77% 11,645,1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陈世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277,681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8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2,07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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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瑞康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17 瑞康 01 112596 2017 年 10 月 18 日 2020 年 10 月 18 日 0 5.70% 

瑞康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18 瑞康 01 112676 2018 年 04 月 19 日 2021 年 04 月 19 日 140.1 6.8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17瑞康01”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5日出具了《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17]398号），评级结论为：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18瑞康01”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1日出具了《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18]352号），评级结论为：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17瑞康01”和“18瑞康01”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出具了《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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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9]1129号），评级结论为：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

望为“稳定”，“17瑞康01”和“18瑞康01”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报告期内没有需要不定期跟踪评级的事项。 

“17瑞康01”和“18瑞康01”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出具了《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9]1129号），评级结论为：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

望为“稳定”，“17瑞康01”和“18瑞康01”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报告期内没有需要不定期跟踪评级的事项。 

2020年10月19日，“17瑞康01”已到期兑付，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不再存续，自2020年10月21日起，联合信用评级有限

公司不再更新“17瑞康01”的评级结果。以上评级报告本公司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请投资者关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66.51% 68.42% -1.9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3.96% 9.79% 4.17% 

利息保障倍数 2.55 1.14 123.68%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新冠疫情在2020年1月集中爆发，公司积极投身抗击疫情的战斗中，秉承“关爱健康，回报社会”的企业使命，充分发挥

防疫工作的“先头部队”企业责任，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2020年，集团总计捐献了4,600余万元物资和现金，在抗击新冠疫

情中用行动诠释了“服务人民健康、护航幸福人生”的企业使命，用成绩证明了瑞康力量、瑞康速度和瑞康智慧。瑞康的这份

责任和担当也多次获得来自各级单位的表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公司业务与医疗机构的需求密切相关，疫情前期由于下游医疗机构限制流量，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数量大量减少，大量

患者的就医需求被抑制，对公司业务造成了一定影响；随着疫情防控组织得当，措施有力，国内疫情形势趋于缓和，医疗机

构逐步恢复正常运行，公司业务逐步恢复。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业务与上年同期相比，发展速度有所下降。 

2020年1-12月实现总收入272.04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2.84%；营业利润95,447.4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35.78%；利

润总额91,547.8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94.23%；净利润62,455.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3.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6,130.2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8.16%，资产负债率66.51%,，较上期降低1.91%。 

 

报告期内，面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推出，集团积极调整负债结构，努力调整运营周期，有效的缓解了资金压力，集

团的所有公司顶受压力、控制发展速度、积极回笼资金。吉祥天区块链医药健康服务平台正式上线，破题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吉祥雷智成药汇通平台正式上线，以F to b to C模式实现精准营销；吉祥水物流板块荣获医药供应链物流最佳

服务企业、最佳质量团队、中国绿色仓库一级（三星）等殊荣。瑞康医药的发展得到了多方的支持和肯定，在打造“中国最

具活力的医药健康生态资源整合者”进程中又迈了坚实的一大步。 

另外，公司依托既有优势、洞察国家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同时分析市场发展趋势，秉承聚焦、协同、赋能原则，2020

年集团组织全体核心干部，历时7个月完成了集团的十四五战略规划（2021-2025年）。以原有医药分销业务为主体，聚焦B2B，

形成领先的服务解决方案，同时对左翼核心工业（科技）、右翼核心入口（核心医院、数字医疗、病患管理等）进行战略合

作，形成两个拳头+两个生态，9大业务均谋求合作，互惠共生，共同发展。 

公司继续着力在集团预算、应收账款和存货管理、账期水平、营收等方面细化管理。对前期并购的控股子公司执行信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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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财务、人事一体化管理，及管理及业务评级制度，加大对优质业务的扶持力度，对于少数难以融入集团公司体系管理的

控股子公司，依据前期并购协议有序解约退出。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提高核心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和经营

效益。       

（一）药品配送板块 

受新冠疫情及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报告期药品板块总收入163.63亿元，同比下降23.70%。医疗器械板块配送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106.96亿元，同比下降21.72%。山东地区药品和医疗器械收入120.88亿元，占比44.67%；省外销售收入149.71亿元，

占比55.33%。 

积极参与带量采购品种配送商遴选，同时积极争取带量采购全国扩面后的配送机会，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及品牌影响力，

以优质的服务搭建与工业企业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继续稳居山东省医药流通企业首位，现金流持

续为正。 

在药械配送的同时，公司为医疗机构提供高品质、专业的布草租赁、灭菌、洗涤；手术租赁服务、器械消毒业务，为医

疗机构增加了增值服务。 

（二）器械综合板块 

该板块业务覆盖口腔、医护、五官、血透、骨科、介入、设备等，通过山东直销团队建设和省外医疗器械公司的并购，

业务范围由山东扩展到全国，在国内二十余省份拥有40多家子分公司，1500多人的专业团队，与国内外众多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直接服务超过8千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在国内医疗器械流通领域名列前茅。为医疗机构提供最前沿

的学术资源、产品和诊疗方案，为生产厂商和医疗机构架设专业学术推广和交流平台。未来5年目标将由全国医疗器械流通

领域的领先企业发展成集研发、生产、渠道流通、专业化服务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的创新业务板块。报告期实现销售收入43.05

亿元。 

（三）医学诊断板块 

公司的检验业务覆盖分子诊断、POCT（即时检验）、生化、免疫、临检、凝血、、微生物、病理等全领域。代理产品

覆盖了众多国际和国内知名品牌，是贝克曼、罗氏、雅培、西门子、illumina、华大基因、希森美康、奥森多、日立、stago、

BD、布鲁克、沃芬、梅里埃、伯乐、索灵、美艾利尔、迪艾斯、迈瑞、迈克、安图等品牌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累计经营

试剂耗材品规50000余种，销售范围覆盖20个省市自治区，全国直销客户数超过4500家。参股产品技术全球领先的上游生产

企业，通过终端优势实现产品赋能，部分品牌实现全国集采。专注于为医疗机构提供智能化、标准化、现代化医学实验室及

区域检验中心整体解决方案，满足不同客户集约化的服务需求，提供智能化、一站式产品解决方案，在全国IVD市场中，是

行业内市场占有率最高、专业服务人员最多、业务范围最广泛的公司之一。未来目标为重点病种提供诊断数据和患者导入（由

检达诊、以诊促医），协同数字化医疗，共同创建多学科会诊平台、精准分诊平台，成为行业领先的医学诊断医疗服务方案

提供商。报告期实现销售收入63.92亿元。 

（四）学术服务板块 

学术服务板块打造诊疗一体化创新业务团队，针对慢病及肿瘤领域万亿级疾病诊疗及康复需求，与中华医学会等权威学

术组织和领域KOL专家建立临床学术合作，针对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等慢病和肺癌、前列腺癌、乳腺癌等癌症病种整

合形成“检验、诊断、治疗、康复、教育”全过程的诊疗一体化方案，同时结合精准用药、智能检测诊断类医疗器械、诊疗服

务、康养服务等产品与服务组合，组建相应领域医生集团和患者健康服务机构，面向医疗工作者和患者提供健康管理的产品

和服务，在阳光合规药械产品推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患者服务的内容和价值，创造集团新的利益增长点，实现集团由药及

医、以医促药、战略协同的战略目标。 

（五）数字医疗板块 

紧跟医疗信息互联网领域的发展，探索建立“临床使用、采购供应、支付理赔、疾病管理”环节的合理用药管理，打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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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式医疗闭环，逐步构建完整的线上、线下健康服务体系，有效整合了产业链中的药品福利管理（PBM）、健康保险第三

方服务管理（TPA）、院内物流（SPD）、医院信息化管理（HIS）、分级诊疗管理、慢病管理等业务模块，自主研发信息

化、网络化软件。目前天际健康旗下拥有专业软件开发公司，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及各地卫健部门提供一项或多项信息化服

务，累计服务近200家大型医疗机构；为商业保险机构提供健康险理赔服务，已覆盖近100家商业保险机构，覆盖4000余万被

保客户。 

（六）医药物流板块 

公司拥有药品和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资质，在为瑞康及旗下公司服务的同时，大量承接独立的第三方配送服务。第三方

物流业务板块涵盖了信息传递、物品运送、资金流通三大功能，向上游客户提供延伸服务。目前已搭建覆盖全国的专业的药

械物流配送体系，创立了“瑞康医药物流”品牌，形成了服务范围覆盖全国的物流网络系统，在冷链药品、器械、疫苗等特殊

产品管理上获“冷链物流国家标准试点企业”荣誉。已建设完成七大区骨干运输网络枢纽HUB节点，并由省市级二级运输分拨

中心，运输网络渠道进一步延伸下沉到三四线城市的末端配送中转站点。近年来，公司依托专业、完备的冷链物流体系和过

硬的质控系统，为众多疫苗生产企业提供专业的疫苗等冷链仓储和配送服务。随着社会公众接种疫苗意识的提高，尤其是今

年新冠疫情的发生，下一步流感、肺炎、新冠等相关疫苗产品的接种数量会大幅度提高，作为服务环节中的一环，配送企业

也会起到相应的重要作用，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和社会公共卫生事业。 

（七）金融科技板块 

联合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积极探索为医疗机构、医药工业企业服务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与民生银行、

建设银行和浙商银行先后上线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应收账款平台等，通过模式创新和与社会化金融资本有效结合，帮助并改

善公司回款账期和经营性现金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解决业务快速发展带来的资金占款问题，提升盈利能力。 

（八）中医药板块 

拥有国内先进的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生产技工检测设备及全国范围内的数十万亩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形成了一条集中

药材种植、中药饮片研发、生产加工及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建立信息化中药煎药中心，与医疗机构合作建设院内中药

膏方剂制剂室，设立了健康服务管理中心，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养生保健，“治未病”中的主体作用。 

（九）科技投资板块 

公司投资布局上游先进医疗器械生产研发企业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战略，通过加强学术研讨和互动、分析最前沿市场和

学术动态、深入进行新产品学术推广等措施为被投企业赋能，打造诊疗一体化的生态链，推动国产医疗器械的进口替代。报

告期内，公司参股湖州美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45%的股权，其经营的美奇动态血糖监测系统（RGMS）是最新一代可穿戴的

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与国内外同类型的连续血糖监测（CGM）产品相比，具有监测数据精准、监测频率高和使用寿命

长等显著优势。产品运用智能传感器技术、移动互联技术、云计算以及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为用户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动态

血糖监测服务，能极大提升医生对糖尿病患者诊疗方案的精确度，帮助糖尿病患者和潜在患者改良生活、运动和饮食习惯，

提高用药的精准度。从而在糖尿病诊疗市场与医生、患者、药厂之间建立粘性与互动，形成大数据平台，为医生和药厂的诊

疗方案和产品提供数据支持，为更多糖尿病患者和潜在患者形成综合健康管理方案。公司将充分利用自身的营销网络优势，

快速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并持续研发以追赶和超越国际先进技术，打造糖尿病领域诊疗一体化的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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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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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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 
16,362,587,123.8

0 
1,790,939,117.67 10.95% -23.70% -28.48% -0.73% 

器械 
10,696,461,061.0

9 
3,142,207,577.04 29.38% -21.72% -26.17%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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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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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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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在境

内上市的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详见2020年4月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

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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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

点 

股权取得比

例 

股权取得

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

定依据 

烟台凤翔山庄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 2020-3-1 100.00% 购买 2020-3-1 股权转移 

甘肃观复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20-1-1 100.00% 购买 2020-1-1 股权转移 

河南蓝蜻蜓校准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2020-4-1 51.00% 购买 2020-4-1 股权转移 

金龙海悦投资有限公司 2020-1-1 100.00% 购买 2020-1-1 股权转移 

烟台凤翔山庄养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2020-3-1 100.00% 购买 2020-3-1 股权转移 

2、本期处置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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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

时点 

丧失控制权

时点的确定

依据 

青海九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303,822.78 51.00 协议 2020-1-1 完成撤资 

瑞康医药（青海）供应链有限公司 12,361,207.98 51.00 协议 2020-1-1 完成撤资 

新疆迪玛医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12,257,320.19 51.00 协议 2020-3-1 完成撤资 

新疆璟鑫医药有限公司 

喀什欣宏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吉林省旷骅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瑞康医药白城有限公司 

西藏金岳医药有限公司 9,000,000.00 100.00 协议 2020-4-1 完成撤资 

厦门嘉昊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977,618.60 51.00 协议 2020-5-1 完成撤资 

厦门普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48,903,940.80 51.00 协议 2020-5-1 完成撤资 

内蒙古慧美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5,617,500.00 51.00 协议 2020-6-1 完成撤资 

内蒙古天和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51,641,632.11 51.00 协议 2020-8-1 完成撤资 

湖南瑞康正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542,997.53 100.00 协议 2020-4-1 完成撤资 

上海衡立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50,641,004.19 51.00 协议 2020-6-1 完成撤资 

上海随恒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5,226,000.00 51.00 协议 2020-8-1 完成撤资 

广东康得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91,314,884.92 51.00 协议 2020-1-1 完成撤资 

江西康得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瑞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瑞康盛世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00,000.00 51.00 协议 2020-6-1 完成撤资 

黑龙江新源润医药有限公司 33,339,621.46 51.00 协议 2020-7-1 完成撤资 

黑河广药晨菲大药房有限公司 

四川兴科林药业有限公司 8,047,180.01 51.00 协议 2020-11-1 完成撤资 

无锡东方药业有限公司 28,276,248.57 51.00 协议 2020-12-1 完成撤资 

河南省方元医药有限公司 2,581,621.30 51.00 协议 2020-1-1 完成撤资 

浙江金合博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5,635,653.79 51.00 协议 2020-1-1 完成撤资 

瑞康医药（苏州）有限公司 14,924,725.54 51.00 协议 2020-6-1 完成撤资 

浙江润格药业有限公司 71,519,060.48 51.00 协议 2020-6-1  完成撤资 

杭州润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瑞康医药东莞有限公司 12,819,309.03 51.00 协议 2020-10-1 完成撤资 

黑龙江瑞康北方医药有限公司 10,189,339.04 51.00 协议 2020-8-1 完成撤资 

长春隆盛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0,307,941.92 51.00 协议 2020-12-1 完成撤资 

瑞康医药常州有限公司 31,848,492.37 51.00 协议 2020-10-1 完成撤资 

大连瑞康利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1,615,541.97 51.00 协议 2020-12-31 完成撤资 

3、本期新设子公司 

新增方式  成立日期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法定代表人 持股比例  

新设 2020-3-5 西藏金岳吉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袁峰 100% 

新设 2020-1-16 天津国慧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5,496.21  杨博 43.0044% 

新设 2017-12-29 瑞康慧仁（重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00.00  吴丽艳 100% 

新设 2018-6-1 山东林申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韩春林 100% 

新设 2020-5-18 亳州百世师中药有限责任公司 13.00  于军昌 100% 

新设 2017-9-4 山东瑞康医学检测有限公司 1,000.00  邓静 100% 

新设 2020-8-14 江苏久弘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何乃元 100% 

新设 2020-1-9 吉祥风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000.00  张仁华 100% 

新设 2020-2-13 吉祥水东方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13,000.00  韩春林 100% 

新设 2020-1-16 吉祥火医院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3,000.00  韩春林 100% 

新设 2020-5-28 吉祥火（济南）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200.00  邓静 100% 

新设 2020-3-16 吉祥火（济南）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000.00  韩春林 100% 

新设 2020-9-7 杭州吉高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3,000.00  韩春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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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 2020-4-21 吉祥火（杭州）校准检测有限公司 1,000.00  韩春林 90% 

新设 2020-4-1 吉祥雷(天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600.00  杨博 100% 

新设 2020-7-28 嘉兴拓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00  邹伟 100% 

新设 2020-5-12 山东普瑞斯健康医疗发展有限公司 500.00  杨博 51% 

新设 2020-6-8 烟台市普瑞斯大药房有限公司 50.00  黄少杰 100% 

新设 2020-2-13 吉祥天东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000.00  韩春林 100% 

新设 2020-2-25 吉祥地东方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13,000.00  韩春林 100% 

新设 2020-12-16 烟台龙慧康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310.00  韩春林 100% 

新设 2020-1-14 吉祥雷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000.00  杨博 100% 

新设 2020-7-31 天津诊药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00.00  李勇 100% 

新设 2020-11-12 甘肃智成运营咨询有限公司 200.00  岳红进 100% 

新设 2020-1-13 吉祥泽东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3,000.00  张仁华 100% 

新设 2018-8-2 济南瑞康省医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1,000.00  韩春林 100% 

4. 本期注销子公司 

（1）2020年3月5日瑞康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注销； 

（2）2020年6月11日上海道仁正慧兴医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注销； 

（3）2020年9月10日山西瑞康医药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注销； 

（4）2020年11月17日山东瑞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注销； 

（5）2020年7月16日江苏新瑞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注销。 

5、本期吸收合并子公司 

杭州临安康美佳贸易有限公司被浙江雄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于2020年8月26日注销。  

6、子公司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 

马鞍山井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本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韩旭 

2021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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