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0 年，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全

体成员遵循《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

责的原则，恪尽职守，忠实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职权，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做出的

各项决议，科学管理、勤勉尽责地开展各项工作，认真研究部署公司重大经营事

项和发展战略，保证了公司的持续发展。截至目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共有 11

名董事，其中：2 名董事为女性、独立董事共有 4 名。现将 2020 年度董事会的

重点工作报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2020 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疫情的突然暴发，给各行

各业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和“强动荡”，就健康体检行业而言，短期内受到的影响十

分明显。开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公司各地体检中心因疫情防控要求，面临不

同程度的暂停开业或人次限流等情况。在这场“危”与“机”并存的“战疫”中，作为

健康服务产业的领军企业，在疫情之下，公司积极参与一线抗疫行动，在后疫情

时代，公司也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在变局中开新局，潜心打磨自身能力。 

1、四大品牌，协同发展 

公司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健康体检连锁企业，旗下有“美年大健康”、“慈铭”、

“奥亚”、“美兆”四大品牌，以满足市场上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个体化需求。截

至 2020 年底，公司旗下体检中心数量为 605 家，其中控股体检中心 266 家，参

股体检中心 339 家，已覆盖除港澳台外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308 个城市。 

作为健康体检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是国内规模领先、分布最广的专业体检

及医疗机构。在大众健康体检市场方面以“美年大健康”和“慈铭”体检两大品牌为

市场核心覆盖，中高端团体健康体检、高端个人健康体检及综合医疗服务市场则

分别通过“奥亚”、“美兆”体检提供高水准的优质服务。公司通过开展多层次、全

方位、精准化、个性化的健康服务，使体检内涵不断提升。在引领非公医疗服务



机构发展，满足居民多层次健康需求，丰富医疗供给多方面改革，促进社会办医

发展等医疗改革方面，公司将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在报告年度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8.15 亿元，其中“美年大健康”品牌实现

收入 60.72 亿元，占比 78%，“慈铭”和“奥亚”实现收入 16.31 亿元，占比 21%，“美

兆”品牌实现收入 1.11 亿元，占比 1%。 

2、全面布局，渐入佳境 

公司是国内覆盖范围最广的连锁健康体检服务企业，目前体检中心覆盖除港

澳台外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从各地区收入占比来看，公司的收入结构较为均衡

健康，人口数量较多、经济较发达的区域对营业收入贡献较大。报告期内，收入

前五大区域分别为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和川渝藏，其 2020 年营业收入占比

分别为 13.6%、11.6%、9.3%、6.6%和 6.3%。 

截止 2020 年底，受疫情影响，2020 年公司控股体检中心数量维持不变，公

司控股体检中心数量为 266 家。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旗下体检中心逐渐进

入成熟期。从控股体检中心发展阶段来看，2017-2020 年，存续期五年以上的体

检中心占比从 29%逐步上升至 57%，2020年存续期三年以内体检中心占比 10%，

存续期三年及以上体检中心占比 90%。 

3、需求旺盛，业务回暖 

受疫情影响，上半年体检中心经历较长时间的停业期，下半年疫情在部分地

区仍散发，日常业务开展受到较大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8.15 亿元，

同比下降 8.33%。从客单价和体检人次来看，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系疫情影响

下体检人次下滑所致。具体来看，公司控股体检中心的体检人数从 2019 年的 1867

万降低至 2020 年的 1663 万，同比下降 10.9%。全口径客单价从 2019 年的 456.60

元提高至 2020 年的 469.81 元，同比增长 2.89%，因此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由

体检人次下降导致，客单价保持稳中有升的良好趋势。 

受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旗下第一家体检中心于一季度末方开门营业，但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在人次限流情况下，收入逐月恢复。下半年公司

迎来传统业务旺季，体检需求被疫情压制后的反弹叠加公立医院产能不足的客户

溢出，2020 年四季度公司收入创下历史最高点。 

受疫情原因，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在上半年经历较长时间的低潮期，因维系房



租、人工支出等固定开支，公司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2 亿

元。三四季度随着公司业务快速恢复，同时确认了转让美因基因股权的投资收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快速增长。 

从公司部分体检中心（2020 年度已上线阿里云的控股体检中心）到检人次

和到检金额来看，公司业务情况与疫情发展关系紧密。受国家防疫政策的影响，

2 月公司基本处于停业状态，实际到检人次和到检金额为最低峰。随着健康体检

业务的逐渐恢复，3 月后公司到检人次和到检金额开始逐步恢复。由于上半年体

检业务受抑制，疫情缓解后三四季度被压制的体检需求快速反弹，到检人次和到

检金额逐月恢复，并在 11 月达到当年最高峰。 

疫情发展阶段，公司常规体检业务受到抑制，到检业务主要为客单价较低的

外检和入职体检，客单价相对处于较低水平。配合国家要求的复工复产规定，2

月至 4 月间客单价较快恢复。随着疫情的平息，公司常规体检业务不断增长，全

口径客单价也随之逐渐提高，并超过 2019 年全口径客单价同期水平。 

4、医质驱动，深耕品质 

公司坚持品质驱动，深耕重点学科，夯实内功，强化标准，持续提升医疗品

质。持续加强规范“四级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体系”（包括：集团督察-省级巡查-

市级检查-分院自查），以查促改，落实“检前-检中-检后”各环节的质控要求。公

司陆续升级上线了鉴权合规及医技护人脸识别管理系统、血液检测实时追踪系统、

放射影像和实验室质控体系等，多维度严格质控，实现健康体检的标准化体系建

设。 

同时，公司也实施了《医疗质量管理考核标准 800 分》、《十八项医疗核心制

度汇编》、《专科制度岗位职责、操作规范》、《集团医疗质量管理主检/放射/超声/

检验专项组制度与规范》等标准规范，并建立了重要异常结果管理、亮证经营等

制度，重点把关医疗质量，不断加速旗下众多体检中心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的进

程。 

在影像领域，公司遵照中华医学会发布的各类影像诊断共识，按照国家质控

要求做到每项检查都符合权威规范，力争高质量的图像获取和高水平的诊断。通

过人工智能（AI）技术和专业影像医生相结合的方式，从前端到终端做到全程检

测诊断升级，进行阶段性量化评估、反馈、自查、提升等步骤，建立完善的远程



影像质控网络，保证筛查诊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针对超声检查的行业痛点，公

司积极寻找突破点，以完善的培训体系结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提升内部超声诊

断效率和质量。 

在检验领域，公司加强对检验仪器和试剂的质量控制，从优采购，从源头开

始确保检验质量，在全流程上切断不稳定因素，出具快速、精准的检验结果。目

前，公司拥有由 300 余家区域检验中心及临检实验室构成的完善实验室网络，并

建立数据标准化平台，持续进行严格质量监管，确保检验报告达到统一规范。此

外，公司还与多家符合 ISO15189 的医学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为客户提供高品

质检测服务及更多样的特检产品选择。 

5、智能引领，健康中国 

公司不仅提供专业体检服务，还以规模体量、管理运营、数据积累等优势，

在疾病诊断筛查、风险评估、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大数据等方面拥有科技创新和

资源突破，将 AI 技术广泛应用于乳腺、甲状腺的超声影像检查，以及眼科的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等领域。 

公司通过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和医疗水准，围绕着更周全、更准

确的健康体检，辅以更加完善的服务体验，结合 AI 人工智能和健康大数据理念，

为客户打造贯穿检前、检中、检后的服务闭环，实现了对客户全生命周期的健康

管理。目前公司已上线多种 AI 阅片工具，嵌入胸部 CT、眼底相机、胶囊胃镜等

多个环节，通过现代科技赋能医生，提高阅片准确率，降低阳性漏诊率，更早期、

更高效地达到疾病筛查的目的。 

6、前瞻布局，癌症早筛 

癌症目前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中国人群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近十几

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死亡均呈持续上升态势。公司对肿瘤早筛领域保持高度关注，

与传统肿瘤筛查技术相比，液体活检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在肿瘤的早期诊断、精

准治疗、进展与转移、异质性与耐药性以及预后评估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协助作

用。 

目前公司已引入两款结直肠癌辅助诊断产品：血液样本 Septin9 甲基化检测、

粪便样本 SDC2 甲基化检测，上述这两个肠癌筛查产品均获得中国 NMPA批准，

同时获得《中国早期结直肠癌筛查及内镜诊治指南》、《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结直肠



癌诊疗指南》的推荐和认可。在成功推出无创胶囊胃镜后，无创血液或粪便甲基

化类产品有望成为体检者依从性较佳的肠癌筛查方式。此外，公司和美因基因共

同推出胰腺癌辅助诊断产品，该产品已于 2015 年通过 NMPA 批准，获得三类医

疗器械许可证，是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 microRNA 诊断试剂盒。 

7、升级系统，可视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上线体检报告解读，在原有纸质报告的基础上，重新生成电

子可视化体检报告，不仅本次体检结果可视，同时既往在美年体系的体检结果也

可以显现，并基于用户历年体检报告运用大数据的技术逐步上线用户的健康档案

与个人健康状况评估。 

为了提升内部的经营与管理效率，公司已经针对销售与医疗体系全面进行业

务管理系统的数据化和智能化升级，从数据标准化、管理统一化、质量控制标准

化与智能化几个维度积极提升医疗体系的工作质量、效率与准确性。 

二、报告期内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董事会会议 10 次，其中 8 次为临时董事会，股东大

会 4 次，其中 3 次为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和形成的会议决议均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在权职范围内，高效的执行了董事会决议。同时，董事会也严格

按照公司章程及有关法规履行职责，认真执行了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2020 年

度公司治理相关的重大事项概况如下： 

1、降低子公司持股比例 

2020 年 1 月，美因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因基因”）引

入投资方，公司放弃同比例增资权。2020 年 12 月，公司完成美因基因 20.0607%

股权的股权转让事项，美因基因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美因基因按照其自

身发展需要引入战略投资者，同时进行股权结构优化，重组美因基因的组织架构，

不再由上市公司控股，为后续独立上市创造条件。 

2、公司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根据各体检中心 2019 年的实际业绩情况，考虑新冠疫情影响及其自身经营



环境的变化，经过审慎测算，对于出现减值迹象的各个商誉资产组，合理准确计

算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各项参数，得到商誉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部分商誉资产

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以相关准则要求计提商誉减值，2019 年度公

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 103,481.50 万元。 

3、聘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经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朱顺炎先生补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押志高先生聘任为公

司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江

维娜女士聘任为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4、境外债券发行完成备案 

2020 年 6 月，公司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批复的《企业借用外

债备案登记证明》（发改办外资备[2020]387 号），公司下属境外全资子公司 Mei 

Nian Investment Limited 拟在境外发行不超过 3 亿美元债券，予以备案登记。 

5、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清算 

2020 年 7 月 13 日至 2020 年 9 月 4 日，公司 2017 年员工持股计划（云南信

托-云起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完毕暨

计划终止，共计股份数量 14,4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8%。 

此外，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公告均已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公司董事长、独立董事及其他董事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长、独立董事及其他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

程》履行职责，认真出席相关会议，深入了解公司运营情况和认真审议各项议案

资料，为促进董事会科学决策提出合理建议，切实增强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

推动公司生产经营各项工作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时，独立董事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的要求，勤勉尽责，针对相关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充分发挥独立董

事的作用，切实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规定，董事会设立了 4 个专门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切实履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规范了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发

展提供专业建议。报告期内，审计委员会召开了 3 次会议，提名委员会召开了 2

次会议，薪酬与考核委员召开了 1 次会议，为公司经营发展建言献策，推动各项

工作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三）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情况 

1、信息披露工作 

2020 年，公司董事会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发布三会决议、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

109 份。公司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对于重大事项的发生和进展积极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确保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重大事项，最大程度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此外，公司也十分重视信息披露监管法规的新变化，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提

升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有效性，适应监管要求和满足投资者需求，保障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2、投资者关系管理情况 

董事会一直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现场调研、投资者热线、投

资者互动平台、网上业绩说明会等多渠道多频次的沟通，加强与投资者的联系，

构建紧密的投资者关系。对于投资者关心的公司业绩、公司治理、战略发展、经

营状况、发展前景等问题及时进行了解答和回复。合理、妥善地安排机构投资者

等特定对象到公司现场参观、调研的接待工作。 

2020 年度，投资者关系工作主要如下：  

（1）举办投资者现场交流会 1 场（参会人数 146 人）； 

（2）开展线上业绩说明会 1 场、线上说明会 1 场（参会人数 388 人）； 

（3）联合中介机构组织投资机构门店调研活动 1 场； 

（4）重要 QFII 投资者一对一交流； 

（5）设立专人专岗接听投资者热线，全年共计接听 400 余次； 

（6）及时回复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投资者问题，全年共计回复 98 次。 



三、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展望 

（一）行业格局和趋势 

疫情是一个全民医疗健康科普的过程，我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

摆在第一位，健康体检将逐步成为健康中国的“刚需”服务。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慢

病防治的严峻形势，中国健康体检从“社会性体检”逐步过渡到“预防性体检”。 

健康体检的细分领域前景可期，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09-2018）》

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健康体检人次在 4 亿人左右，全国体检总覆盖率为 30%

左右，2008-2017 年健康体检人次增长快速，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7.55%。虽然健

康体检人次增速显著，但对与健康体检的覆盖率超过 70%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

仍存在差距。我国健康体检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健康体检人次增长仍具备亿级

成长空间。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乡居民保健意识的提升，健康体检有望

不断下沉，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渗透率。 

（二）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作为中国领先的预防医学龙头企业，依托庞大的客户人群、专业的服务

团队以及遍布全国的标准化医疗服务体系，致力于成为以品质驱动、数据驱动的

专业医疗服务和无限可能的生命科技公司。公司坚持医疗导向、品质为先、创新

驱动、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做强主业、提升标准、建立生态，积极响

应健康中国行动，践行“守护每个中国人的生命质量”的企业使命。 

从公司现有体检中心运营情况来看，一二线城市与三四五线城市相比，总体

呈现出消费能力更强、客单价更高，但存在同区域公立医院资源更好、竞争压力

更大的情况。三四五线城市由于高端医疗设备相对不充足，消费者对医疗服务的

要求不能完全被满足。因此，公司在一二线城市密集分布的基础上，将继续深耕

三四五线城市，建立民营体检品牌的口碑和标准化的服务。公司通过续提升服务

品质和医疗水准，将健康体检业务融入健康管理，提供多样化和差异化的检后服

务，向更深入的健康管理、增值服务等领域全方位发展，提高受检者黏性，将成

为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口，推动体检行业跃上一个新台阶。 



（三）具体经营计划 

1、在现有布局和规模基础上，保持稳步扩张。加强集团统一管理，充分发

挥全国体检中心协同优势，通过各种举措加强单个体检中心运营效率，持续提升

服务能力，保持高质量发展。 

2、品质为先，严控质量关。持续提升公司医管质量、标准化、智能化水平、

为体检行业创新发展带来强大支持。同时，公司还将围绕“零缺陷、持续改进”

的质控文化，提升员工“需要改进，还能改进，改进有道”的质控意识，提高组织

质量文化成熟度，打造质量控制再升级。公司将持续优化服务系统，方便客户通

过网上旗舰店、官网、体检服务平台等多种渠道购买、预约服务，享受更舒适的

体检环境。 

3、以客户为中心，满足个性化需求，追求体检极致体验。从以团检服务为

主导，拓展到团检、线上和线下个检相结合，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医疗服务闭

环。持续专注于体检服务，设计更多样的套餐，有针对性地提供不同年龄段、性

别的多种适用范围的体检套餐。 

4、坚持先进诊断与产品创新。在现有肺部筛查、消化道早筛等基础上，增

加女性乳腺超声健康筛查等，并在宫颈癌、结直肠癌、胃癌、乳腺癌等 6 大肿瘤

方面积极布局早筛突破技术，继续优化医疗配置资源，提高筛查效率，为客户的

健康管理体验带来更多可能性。 

5、持续加强 AI 人工智能辅助技术。公司在现有全流程智能体检平台“三级

影像智能质控体系”放射影像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检验科 LIS 医学系统智能升级。

以创新驱动，打造体系化、标准化、智能化、常态化的影像人工智能质控体系。

扩大 AI 辅助筛查技术应用范围，持续引进先进筛查设备，在现有低剂量螺旋 CT、

胶囊胃镜、无创冠脉核磁、基因检测等先进技术和设备基础上，布局新一代乳腺

超声 AI 筛查项目，为疾病的有效筛查构筑坚实基础。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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