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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9                           证券简称：福瑞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3 

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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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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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56,334,86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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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瑞股份 股票代码 3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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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秀珍 万慧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 16 号琨莎中心 2 座 7 层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 16 号琨莎中心 2 座 7 层 

传真 010-84683766 010-84683766 

电话 010-84683855 010-84683855 

电子信箱 dshbgs@fu-rui.com dshbgs@fu-ru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26日，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肝病领域的药品生产与销售、诊断设

备研发与销售以及医疗服务相关业务。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情况 

1、药品的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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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主要药品为复方鳖甲软肝片。复方鳖甲软肝片主要用途为：软坚散结，化瘀

解毒，益气养血，用于慢性肝炎肝纤维化以及早期肝硬化，属瘀血阻络，气血亏虚，兼热毒

未尽证，是国家专利产品，同时还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首个抗肝纤维化药物，属于国家医保

目录中的处方药。软肝片经过二十年的市场验证，已经成为抗肝纤维化第一品牌用药，具有

广泛的市场知名度。 

为了应对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带来的价格下行压力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增长

压力，公司在2019年开始调整软肝片的销售模式，从过去以公立医院销售渠道为主的、受制

于药品招标价格的模式向以零售渠道为主的、药品自主定价的模式转变。2020年度，公司成

功实现了软肝片的销售模式战略调整，用金装软肝片替代了老软肝片在院外渠道的销售，同

时开辟了京东、健客等电商销售渠道，实现了向自主定价销售转变。 

2、诊断设备的研发与销售 

公司主要诊断产品为FibroScan系列肝纤维化诊断仪器，以及评估慢性肝病的血检分析工

具 FibroMeter系列和辅助 FibroScan的数据管理软件 FibroView。 FibroScan系列拥有

FibroScan 530、FibroScan 430及FibroScan 502 Touch等多款产品。该系列产品是全球首个应

用瞬时弹性成像技术量化肝脏硬度，并经临床验证的无创即时检测设备，获得了欧盟CE、美

国FDA和中国CFDA等认证。该设备适用于各种慢性肝病包括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及自身免

疫性肝病等所导致的肝纤维化、肝硬化、脂肪肝的检查。FibroScan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

欧洲肝病学会（EASL）、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等多家权

威机构列入肝病检测指南或作为官方推荐的肝脏弹性检测设备。FibroScan CAP通过美国FDA

批准，标志着FibroScan在脂肪肝诊断领域的重大突破，使FibroScan成为用于脂肪肝患者长

期临床管理的重要工具。  

2020年，公司Fibroscan诊断设备由于受到欧美疫情的巨大冲击，整体销售收入与利润有

所下降。国内地区得益于国家对疫情防控的迅猛得当以及公司蓄力已久的Fibroscan国产化战

略，实现销售收入598万欧元，同比增长32.95%，这是公司Fibroscan国产化的一大重要里程碑。 

3、医疗服务业务 

（1）儿科医疗健康管理 

公司与四川大学附属华西第二医院合作建立的“华西妇儿联盟”，是构建以医疗质量同质

化为核心、辐射四川地区的、基于“互联网+”的“互助支付+儿科分级诊疗”的新型妇女儿

童健康管理培训和分级诊疗体系。2020年，公司复制“华西妇儿联盟”的模式，与重庆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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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浙江大学医院附属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等医疗机构在专项

培训、资格认证、质量控制、专题科研、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专项合作，形成了完整的标准

化诊疗体系和健康管理系统，积极促进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儿科医疗服务能力。 

（2）肝病慢病管理业务 

公司在全国范围内与医院合作，利用公司在肝病领域二十余年的丰富经验和资源，发挥

自身在诊断设备、治疗药品、医学信息技术、患者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共同开展肝病慢病管

理服务。公司运用大数据和智能工具，利用福瑞互联网医院，为广大医生管理患者赋能，拓

展患者为知识付费、为服务付费的内容，形成了专业有特色的慢病健康管理服务。 

（二）行业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药品生产与销售、诊断设备研发与销售以及医疗服务相关业务，各业务板

块行业情况如下： 

    1、医药行业 

中医药市场发展向好。2020年5月，在《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促进中医药

振兴发展，加强中西医结合”已被明确为重点工作，再次强调了中医药对于民生的重要地位。

2020年12月，《国家药监局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中药守正创新、

健全符合中药特点的审评审批体系、强化中药质量安全监管、注重多方协调联动、推进中药

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五方面共20项改革措施，坚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促进中药创新

发展和二次开发，加强中药安全性研究等。 

处方外流有望加速。2020年以来多地处方流转平台逐步落地，2020年12月国家医保局发

布《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和《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处方

外流趋势将进一步增强。 

    2、医疗器械行业 

医疗器械国产化进程加快。《“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未来15年，将深化药品、

医疗器械流通体制改革，强化药品、医疗器械安全监管，加强高端医疗器械创新能力建设，

推进医疗器械国产化。 

接轨国际标准，全链条监管体系持续强化。2020年4月，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发布医疗

器械注册人开展不良事件监测工作指南的通告》，加强对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的指导、监

管力度，及时、有效控制医疗器械上市后风险。 

    3、医疗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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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持续推进。2020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

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改革发展目标，即到2025年，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基本完成

待遇保障、筹资运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等重要机制和医药服务供给、医保管理服务等关

键领域的改革任务。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

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待遇保障公平

适度，基金运行稳健持续，管理服务优化便捷，医保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实现更好保

障病有所医的目标。 

“互联网+”医疗服务加速发展。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在保证医疗安全和质量前提下，进一步放宽互联网诊疗范围，

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2020年11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积极

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

付的具体内容，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的机构可申请签订医保定点协议，线上、线下医疗

服务实行公平的医保支付政策，优先保障门诊慢特病等复诊续方需求。 

    医联体建设进程加快。2020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医疗

联合体管理办法（试行）》，指出要加快推进医联体建设，逐步实现医联体网格化布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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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532,608.20 831,739,342.39 -2.91% 867,029,32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905,640.52 43,385,849.43 42.69% 35,416,10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157,758.84 31,332,525.26 117.53% 39,538,96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151,631.24 256,227,191.99 -21.89% 78,347,686.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15 0.1693 42.65%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15 0.1693 42.65%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9% 3.27% 1.32% 2.3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290,529,206.59 2,250,226,095.08 1.79% 2,134,224,25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2,027,929.99 1,318,750,606.67 2.52% 1,331,989,12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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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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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653,088.89 157,812,288.76 197,536,769.32 247,530,46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61,335.31 4,669,716.62 15,295,056.37 31,379,53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78,547.15 8,161,584.41 15,512,930.11 33,704,697.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587,236.96 19,845,212.97 25,728,464.38 84,990,7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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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23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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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冠一 
境内自然

人 
11.31% 29,754,138 22,315,603   

中国国投高

新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91% 20,800,000 0   

新余福创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04% 15,886,000 6,844,880   

胡惠雯 
境内自然

人 
3.09% 8,115,732 0   

内蒙古福瑞

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5% 6,718,233 0   

李北红 
境内自然

人 
1.87% 4,911,854 0   

杨月 
境内自然

人 
1.39% 3,656,384 0   

霍跃庭 
境内自然

人 
0.90% 2,368,770 1,851,577   

朔飞 
境内自然

人 
0.77% 2,022,716 0   

戚海 
境内自然

人 
0.72% 1,904,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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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新余福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王冠一先生控制的公司，王冠一先生持有其 57.45%

的股权；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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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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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面对医改政策带来行业深刻变革的持续影响、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及“疫

情期”与“后疫情期”对公司发展的更高质量要求，公司在董事会带领下，统筹推进经营发

展工作，抢抓机遇，创新转型，严控风险，推动公司健康发展。 

一、2020年度业绩完成情况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8亿元，同比下降2.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90.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815.7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7.53%；基本每股收益为0.2415元，较上年同期上升42.65%；

资产总额较上年末增长1.79%。 

    二、2020年度工作回顾 

（一）积极制定企业战略规划，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健康中国”、“经济双循环”、医保“4+7”集采等政策的持续推进，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加速，慢病管理的需求增强，围绕妇女、儿童等重点人群的需求变化和行

为转变，疫情催生的互联网医疗需求，消费升级及新技术发展加速，这些都为医疗健康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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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 

为了把握行业发展的重要时刻，建设具有行业竞争力的医疗集团，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

公司对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内部环境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总结、研究，统筹制定了“整合

全球资源，助力健康中国战略，为公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安全有效便捷的医疗服务”的战略

目标，同步确定了企业的战略定位、实施路径、战略要求，逐步明确了各业务线的战略方向、

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并通过建立战略管控体系、健全制度流程体系、提升综合管理能力、

持续强化团队建设扎实推进战略的落实，整体提升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显著提高了公司

的控制力、规范化、系统性，较好的完成了公司推进跨越式发展的强劲起步。 

（二）深入加快药品销售模式转型，实现向自主定价销售转变 

为了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原料成本的上升，公司做深、做实、做细复方鳖甲软肝片扩

覆盖、树品牌、促销售的举措，深入加快药品销售模式转型。公司在维持公立医院销售渠道

稳定的同时，注重统筹现有的互联网医院、药店、保险资源，将处方药销售、健康管理服务

及保险支付进行良性结合，重塑了软肝片“国药经典、软肝专家”的品牌形象，同时把销售

资源和激励考核向药品零售渠道倾斜，成功实现了软肝片的销售模式战略调整，用金装软肝

片替代了老软肝片在院外渠道的销售，开辟了京东、健客等电商销售渠道，实现向自主定价

销售转变，提高了药品业务的销售收入和毛利率，增强了药品业务的抗风险能力。 

（三）坚持抵抗器械业务疫情冲击，凸显中国地区优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国内地区得益于国家对疫情防控迅猛得当，疫情形势

持续向好，国外地区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尤其欧美地区疫情持续升温，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

来了巨大挑战。Echosens公司在国外地区的Fibroscan业务同样受到了疫情的巨大冲击，导致

Echosens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50.25%。 

公司重点关注Echosens公司的中国地区市场，2015年做出了Fibroscan国产化的战略决策，

2019年做出了支援Echosens中国的战术部署，加大科技研发创新的力度，接连推出了国产化

设备FibroScan PRO、FibroScan HANDY、FibroScan Q，逐步满足不同层次的主体需求。基于

此，2020年度器械业务在中国地区的优势凸显，实现销售收入598万欧元，同比增长32.95%，

减少了海外地区的疫情对于器械业务的不利影响。 

（四）着力推进医疗服务业务，优化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1、儿科医疗健康管理 

公司与四川大学附属华西第二医院合作建立的“华西妇儿联盟”，是构建以医疗质量同质

化为核心、辐射四川地区的、基于“互联网+”的“互助支付+儿科分级诊疗”的新型妇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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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健康管理培训和分级诊疗体系。2020年，公司复制“华西妇儿联盟”的模式，与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浙江大学医院附属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等医疗机构在专项

培训、资格认证、质量控制、专题科研、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专项合作，形成了完整的标准

化诊疗体系和健康管理系统，积极促进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儿科医疗服务能力。 

基于儿科领域的优势资源和探索经验，公司优化了儿科业务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一

是致力于在加强医联体运营的同时打造专业医疗机构，2020年在成都开设了首家直营店成都

高新儿童卓越门诊部有限公司，顺利获得了医疗执业许可证并开诊运营，运营数据符合预期，

形成了可复制的盈利模式。 

    2、肝病慢病管理业务 

公司在全国范围内与医院合作，利用公司在肝病领域二十余年的丰富经验和资源，发挥

自身在诊断设备、治疗药品、医学信息技术、患者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共同开展肝病慢病管

理服务。公司运用大数据和智能工具，利用福瑞互联网医院，为广大医生管理患者赋能，拓

展患者为知识付费、为服务付费的内容，形成了专业有特色的慢病健康管理服务。 

    2020年，公司互联网医院上线了肝病专家团队服务包、软肝尊享服务包，提供专属医生

团队服务、药品配送、电话极速问诊、开药门诊咨询、化验单解读、专属服务引导员、复诊

提醒、专属健康管理师等会员专属特权，支持肝病患者“全疗程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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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自有药品 269,401,140.43 119,418,452.96 55.67% 29.28% 6.85% 9.30% 

流通药品 49,823,197.37 40,876,026.91 17.96% -22.88% -20.94% -2.01% 

设备及技术 477,680,262.89 59,022,780.55 87.64% -12.40% -11.13% -0.18% 

其他 10,628,007.51 3,978,652.00 62.56% -20.85% 4.30%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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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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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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详见附注四。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年1月1日）

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小计 

预收款项 5,940,928.00 -2,210,945.03  -2,210,945.03 3,729,982.97 

合同负债  2,051,926.14  2,051,926.14 2,051,926.14 

其他流动负债  159,018.89  159,018.89 159,018.89 

负债合计 5,940,928.00    5,940,928.00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因此所披露的小计和

合计无法根据上表中呈列的数字重新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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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3户，减少10户。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四川福瑞仁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成都高新儿童卓越门诊部有限公司  新设 

云南福瑞熙宝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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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民族卫生事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清理 

河南爱肝一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清理 

南京福瑞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清理 

烟台爱肝一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清理 

甘肃福瑞云健康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清理 

重庆福瑞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清理 

上海济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清理 

广西鑫疗微联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清理 

武汉市福瑞祥云医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销清理 

云南福瑞熙宝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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