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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3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2021-016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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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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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

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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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跃医疗  股票代码 0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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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瑞洁 张雨阳 

办公地址 
江苏省丹阳市河阳生命科学产业园鱼跃医

疗证券部 

江苏省丹阳市河阳生命科学产业园鱼跃医

疗证券部 

电话 0511-86900876 0511-86900876 

电子信箱 wang.rj@yuyue.com.cn zhang.yy1@yuyu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鱼跃医疗是一家以提供家用医疗器械、医用临床产品以及与之相关的医疗服务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研发、制造和销售

医疗器械产品及提供相关解决方案是公司核心业务，也是公司主要业绩来源。公司产品主要集中在医用呼吸与供氧、家用医

疗及慢病管理、院内外消毒感控、手术与眼科器械及中医器械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制氧机、电子血压计、血糖仪及试纸等主要产品继续保持良好增长，部分核心业务增幅较大，各产品

销售工作全面提升，其中海外销售业绩突出，业务规模成倍增长，除妥善完成了大量海外订单的对接统筹工作外，亦建立、

拓宽了海外销售渠道，品牌影响力得到加深，为长期业务开展提供了可能。线上平台业绩表现同样亮眼，同比增速较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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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平台持续推进终端精细化策略，克服疫情负面影响，增速稳定。 

近年来，随着公司品牌形象的优化、生产研发能力的加强、并购整合能力的提升、海内外销售的不断突破，各产品业

务规模的扩大与产品品类的扩展，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和整体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公司已成为了国内医疗器械行业领先企业。 

2、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医疗器械市场已初具规模，从市场发展空间看，在GDP增长、社会消费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

加快、城镇化以及消费结构升级等多因素的驱动下，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生产总值和销售额将保持稳定增长。与此同时，我国

医疗器械行业还呈现出行业整合及并购重组凸显、市场集中度提高、产品多元化和智能化等发展趋势，特别是技术迭代趋缓

的产品，中国制造具有明显的替代趋势。国家政策层面，医疗器械产业与居民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受疫情催化，相关产业

的发展已成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带动性和成长性，其产业地位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已成为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规划、指导措施等一系列扶持政策，

促进医疗器械产业健康发展。可见，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尤其是国内医疗器械龙头企业仍处于黄金发展时期。 

医疗器械行业和人们的生命健康紧密相关，其需求主要由人群的医疗与健康状态决定，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相对较

小，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报告期内，本公司主要业务受国家医保控费政策等政策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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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5,687,289.68 4,635,934,687.64 45.08% 4,183,391,62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9,061,963.21 752,567,254.74 133.74% 727,154,34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6,319,404.40 707,640,391.23 129.82% 642,441,740.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0,851,055.84 614,203,042.11 360.90% 798,144,562.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5 0.75 133.33%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5 0.75 133.33% 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9% 13.07% 13.12% 13.6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0,065,252,420.67 7,965,728,883.72 26.36% 6,911,400,03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37,320,072.16 6,070,575,008.75 22.51% 5,468,172,2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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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0,964,598.25 2,029,763,079.25 1,427,480,552.13 1,877,479,06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627,990.81 736,669,768.06 390,894,732.78 248,869,47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5,914,777.89 656,713,944.11 370,050,651.24 233,640,03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0,024,692.34 1,426,255,149.54 177,358,235.75 277,212,9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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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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2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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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54% 245,983,450 0 质押 123,000,000 

吴光明 境内自然人 10.32% 103,438,537 103,438,537   

吴群 境内自然人 7.72% 77,389,840 58,042,38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51% 45,168,305 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1% 10,170,7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82% 8,179,200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0% 6,975,311 0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瑞华精选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3,290,900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3,114,000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3,114,000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3,114,000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3,114,000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3,11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吴光明与吴群系父子关系，共同控制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鱼跃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2、其他上述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233,983,450 股

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公司 

12,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公司 245,983,450 股，占比 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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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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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河阳生产基地正式投入生产运营，公司充分发挥研发、制造与营销体系优势，及时有效地响应了海内外

产品及服务需求，抢先布局疫情后市场，各板块业务得到有力推进，线上销售增速显著，终端销售助力线下业务稳步增长，

海外业务规模与销售能力大幅提升，孕育长期业绩增长点，各子公司生产经营质量进一步优化，公司品牌形象持续升级，院

内外市场扩张迅速。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增速较快，实现营业总收入67.26亿元，同比增长45.08%，营业利润20.10亿元，同比增长13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133.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26亿元，

同比增长129.82%。由于报告期内公司采用预收货款、现款结算的产品订单较多，且公司销售回款管控得当，公司经营性现

金流较去年同期增长360.90%，应收账款较去年末减少43.87%。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00.65亿，资产负债率25.54%，

货币资金27.75亿，公司资产与财务状况提升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家用板块主要产品增速较快，其中电子血压计产品同比增长超35%，血糖仪及试纸产品同比增速超30%、

AED产品同比增速达20%，呼吸与供氧板块中，制氧机产品海内外业务发展持续增强，同比增速达40%，呼吸机产品因疫情

需求快速放量。雾化器、轮椅车、康复类等产品业务量虽有一定程度恢复，但仍有不同比例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临床板块感控类产品业务增速进一步加快，子公司上海中优医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7

亿，同比增长53.13%，实现净利润2.62亿，同比增长64.71%，手术器械业务生产自动化升级与精益化工作均取得良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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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报告期内就医活动非正常化影响，销售规模仍有一定下降。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政府集采，留置针产品业务拓展较

快，同比增速超35%，针灸针等中医器械中医器械业务摆脱疫情影响，销售状况进一步恢复，子公司苏州医疗用品厂实现营

业收入2.97亿元，同比增长9.15%，实现净利润0.87亿，同比增长10.43%。 

报告期内，公司高毛利产品销售占比增加，销售毛利率为57.17%。公司期间费用7.44亿元，同比增长80.77%，主要系公

司对研发、生产及销售人员发放加班费与抗疫激励、业务规模扩大带来的销售费用提升及新厂区逐步折旧摊销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稳定、可控的供应链体系，采取多种措施应对物资价格波动，同时降本增效与精益化生产工作也取

得了良好效果，高毛利产品销售占比较往年更高，销售毛利率为52.68%。公司期间费用16.43亿元，同比增长46.58%，主要

系公司对研发投入增加、研发与销售团队扩充、发放员工加班费与抗疫激励、业务规模扩大带来的销售费用提升、汇率波动

及新厂区逐步折旧摊销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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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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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用医疗 2,653,939,277.99 1,334,152,483.29 50.27% 49.00% 88.05% 10.44% 

医用呼吸与供氧 2,260,268,564.52 1,397,410,774.41 61.82% 85.51% 139.39% 13.92% 

医用临床 1,594,375,514.41 800,517,839.82 50.21% 29.68% 27.71%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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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增速较快，实现营业总收入67.26亿元，同比增长45.08%，营业利润20.10亿元，同比增长13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133.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26亿元，

同比增长129.82%。报告期内，公司海外销售业绩突出，业务规模成倍增长，线上平台业绩同比增速较快，线下平台持续推

进终端精细化策略，克服疫情负面影响，增速稳定。制氧机、电子血压计、血糖仪及试纸等主要产品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呼

吸机、体温检测与消毒感控等部分业务增幅较大。各产品销售工作的全面提升，是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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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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一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比期间信息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

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本集团根据文件规定，并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已按要求对期初财务报表进行调整，期初财务报表相关影响情况如下：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适用新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181,179,985.25 -181,179,985.25 0.00 

合同负债  175,213,113.80 175,213,113.80 

其他流动负债  81,117,448.42 81,117,448.42 

其他流动资产 144,728,276.15 245,469.88 144,973,746.03 

其他应付款 156,687,620.70 -74,784,204.01 81,903,416.69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适用新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30,587,588.15 -30,587,588.15 0.00 

合同负债  27,068,662.08 27,068,662.08 

其他流动负债  72,409,826.07 72,409,826.07 

其他应付款 228,776,759.43 -68,890,900.00 159,885,8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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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合并企业名称 新增并表原因 原持股比例（%） 现持股比例（%） 

上海鱼跃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                      100  

苏州六六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0                 96.67  

退出合并范围企业 退出原因 原持股比例（%） 现持股比例（%） 

江苏鱼跃医用仪器有限公司 股权出售                     60  0 

上海卫生材料厂有限公司 股权出售                   100  0 

上海联众医疗产品有限公司 股权出售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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