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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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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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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眼科 股票代码 00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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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星毓 单菁菁 

办公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

发区融合北路 266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

发区融合北路 266 号 

电话 0991-3766551  0991-3766551  

电子信箱 zhuxingyu2016@163.com cloversjjj@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医疗业务：  

公司作为专业的眼科连锁医疗企业，主要从事眼科医院的投资、管理业务。目前已经在上海、成都、重庆、郑州、南

昌、呼和浩特、济南、青岛、无锡、义乌等10个中心城市开设13家专业眼科医院，为全国各地的广大患者提供覆盖眼科全病

种的专业性诊疗服务，技术水平及业务规模均处于民营眼科行业中领先地位。  

公司眼科业务专注于大、中型城市眼科医疗服务细分市场，成熟的平台医院复制连锁发展模式及配套的经营管理体系，

能够有效的实现区域资源共享、促进整体医疗水平提高，同时独具特色的服务流程和专业的诊疗管理，长期获得医疗主管单

位及广大百姓的好评，在区域内享有较高的品牌美誉度，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为眼科业务进一步拓展奠

定坚实基础。 

（一）医疗业务经营模式：  

1.服务模式  

公司立足大、中型城市，着力打造高端眼科诊疗服务，在全国多地设立了业务范围辐射当地及周边区域的地区性眼科

医院，分布在上海、山东青岛、山东济南、四川成都、重庆渝中、河南郑州、江西南昌、内蒙古呼和浩特、江苏无锡等共计

13家运营中的眼科医院形成了全国性的连锁网络，且全部医院均为医保定点机构。公司已建立了诊疗、护理、客服严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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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支持完善的诊疗服务体系，旗下各家医院的科室设置几乎涵盖了眼科全科诊疗项目，集结了大批知名专家医生为患者提

供眼科全病种诊疗服务。 

2.营销模式  

公司实行总部统一进行品牌管理与各医疗机构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充个性化营销措施相配合的营销模式。在总部层面，

公司实行品牌统一管理，各地医院在扎实做好诊疗服务、建立提升口碑的基础上采用合理、必要的营销方式，提升品牌形象。

各医疗机构在配合总部营销战略实施的同时，根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及特征，采取符合当地情况的个性化营销措施。  

3.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各家医疗机构日常诊疗活动的需要，采购的主要物品包括：药品、医用耗材、配镜材料等。相关用品由公司

统一采购，对各家医院的采购需求采用主动采集分析常用品用量和各医院根据自身业务开展需求上报采购需求双轨并行的方

式，对旗下各医院的采购需求进行实时、有效地追踪和汇总，以持续制定出最优采购策略并组织实施。 

4.结算模式  

公司眼科业务所涉诊疗服务相关的费用结算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自费费用结算、门诊医保结算、住院医保结算、专

项基金结算。  

其中全自费费用结算为患者个人直接支付。无需住院的，即时支付即时结算；需住院的，待出院时结算。医疗保险门

诊规定病种患者的医疗费，由本人凭社会保障卡、医保电子凭证或现金结算个人自付部分，其余部分由定点医疗机构按月与

相应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结算，具体的流程、项目及比例根据各地医保政策的具体规定执行。符合医疗保险规定的住院参保

人出院时，凭社会保障卡、医保电子凭证或现金结算个人自付部分，其余部分由定点医疗机构按月与相应的医疗保险经办机

构结算，具体的流程、项目及比例根据各地医保政策的具体规定执行。符合专项补助基金援助条件的，入院时由本人提交《救

助审批表》、身份证等资料，医院定期向基金会提交该援助对象的诊疗记录证明、医疗费用发票复印件等全套资料申报结算，

经基金会审核后拨付援助资金，具体的流程、项目及比例根据与各基金会合作的具体约定执行。  

（二）行业发展阶段及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趋势 

(1)国家相关部门为非公医疗机构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020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多部委分别印发了《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

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分别从基本医疗保

险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增强医药服务可及性，健全全科和专科医疗服务合作分工的现代医疗服务体系；加强自主品牌建设；

大力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消费模式，促进教育、医疗健康等服务消费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要素配置机制，

畅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渠道等方面予以明确的指引，为民营医院的发展提供有

利的政策保障。 

(2)国家对眼健康高度重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眼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失明在内的视觉损伤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加重家庭和

社会负担，是涉及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不断出台政策，旨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眼健康水平。 

2016年10月国家卫计委发布了《“十三五”全国眼健康规划（2016—2020年）》，将人人享有基本眼科医疗服务、逐步消除可

避免盲和视觉损伤、提高人民群众眼健康水平作为开展眼病防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眼病防治工作纳入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中统筹规划，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的政策举措，提高眼科医疗服务的覆盖面、可及性、公平性和有

效性；进一步提高百万人口白内障复明手术率（CSR）；进一步加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病的早期诊断与治疗；重点在儿童

青少年中开展屈光不正的筛查与科学矫正，减少因未矫正屈光不正导致的视觉损伤等九大目标。国家关于卫生事业和国民眼

健康的重大规划为眼科医疗行业加快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导向和有力的政策保障。 

(3)眼科医疗服务市场空间巨大，为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我国眼科医疗服务需求空间巨大，眼科疾病门诊患者数量快速增加，国民眼健康形势极为严峻。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急剧提升。尤其是因疫情影响，网上上课、网上办公、网上娱乐、网上社交的趋势化加剧用眼强度，

对视觉健康造成更大影响，积蓄了更多眼科医疗服务需求。以近视问题为例，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

近视调查结果，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达53.6%。其中，小学生为36.0%，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0%。

目前中国近视患者总人数已多达6亿，近视人群高发化、低龄化的形势严峻。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年龄相关性眼病持续增长。以导致失明的最主要原因——白内障为例，

该眼病多见于50岁以上人群，且随年龄增长而发病率增多。据相关统计数据，2000年至2018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

1.26亿人增加到了2.49亿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2%上升至17.9%；未来一段时间，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预计

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4亿以上。中老年常见眼科疾病主要是白内障、黄斑病变及干眼症，预计患者群体对应为1.7亿人、6400

万人和8000万人。对医疗供给提出了更大、更高的要求。由此可以预见，年龄相关性眼病患者数量将呈现长期增长趋势。 

我国青光眼市场规模增长率呈上升态势。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统计，2015-2019年我国青光眼患者人数从1810万增长至

1960万，预计2030年将增长至2300万。其中，2019年我国近2000万青光眼患者中，闭角型青光眼占56.1%，开角型青光眼占

43.1%。 

此外，我国四大主要视网膜疾病患者人数从2015年1710万人增长至2019年1850万人，预计2030年增长至2200万人。 

（4）生活水平提升及医疗服务需要增长，为行业发展提供动力 

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呈稳定增长的态势，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7万元，增速稳定在8.9%。随着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稳定增长，我国居民对医疗卫生领域的需求逐步提升，我国全国人均卫生费用从 2,581.7 元增加到 4,237 元，

复合增长率达到10.4%。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医疗服务现金消费支出为808元，增速高20.4%。 

从我国民营眼科服务市场规模来看，2016年到2018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21.7%。依据国家卫生健康统计，2018全年各级

眼科医院总诊疗人数达11747.48万人次，其中眼专科医院门诊服务达2932.44万人次，占总诊疗比重约为25%；2018全年眼科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出院 589.82万人，其中眼专科医院入院209.4万人，占比约为35.5%；眼专科医疗机构收入总额为265.03亿元。多层次、精

细化是未来医疗发展的大趋势，眼科也不例外。随着患者可支配收入及保健预防治疗需求的增加，对于高端眼科诊疗服务的

需求将日益增加。高端服务包括术前咨询、由经验丰富或海外眼科医生实施手术、使用高端医疗耗材及术后追踪体系，这一

趋势给了民营眼科服务提供机构更灵活的市场空间。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实施以及我国居民眼健康知识的逐步普及，人们的眼保健观念将不断增强，对眼科医疗服务以及眼

健康管理的需求持续增加。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日益提高，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眼科医疗潜在需求将不断

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大量基本需求将逐步升级为中高端需求。在需求增加和消费升级的共同作用下，眼科诊疗市场容量

将不断扩大。 

2.行业竞争格局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作为区域性眼科连锁医疗机构，经过多年的深耕与发展，已在全国多地设立了业务范围辐射当地及周边区域的区

域性眼科医院，在技术、服务、品牌、规模、人才、科研、管理等方面形成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并以优质的服务水平在广大

患者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公司已越来越多的医院在门诊量、手术量、营业收入等方面逐步占据当地最大市场份额，在

部分地区形成龙头优势，在全国民营眼科医院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全国性眼科连锁机构。 

二、能源及钢结构业务：  

    能源业务以民用气为基础，商用气为中心，车用气业务与城市管道燃气业务并举。在做好传统燃气业务的同时，积极开

展非气业务营销，在成熟加气站点扩建加油业务，设置便利店，同时通过与燃气相关配套生产商的积极合作，探索新的盈利

增长点。  

    钢结构业务致力于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钢结构建筑事业，专业从事轻钢结构、重钢结构、多高层钢结构、空间大跨度 钢

结构等建筑体系及桥梁钢结构的建造。钢结构行业普遍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根据订单设计和生产各类钢结构，大部分

的钢结构工程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来获取。 行业发展阶段及行业地位： 天然气行业作为重要的基础能源产业，与国民经济趋

势息息相关，并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周期性特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得到更深入的推广，行业整体发展

势头稳定。 传统钢结构业务受宏观经营周期性变化影响较大，近年，钢结构成为配式建筑是主流应用形式之一。公司拥有

专业的钢结构设计院、先进的钢结构生产线和钢结构生产加工基地，公司钢结构业务积极推进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技术研发，

充分参与区域装配式建筑规范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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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048,603.87 1,284,867,050.87 -28.32% 1,175,291,83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95,372.72 72,665,393.43 -41.38% -74,821,13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37,805.75 -23,428,137.78 40.94% -79,494,034.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988,066.23 79,045,976.01 96.07% 321,050,568.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4 -42.86%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4 -42.86%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6% 8.57% 0.69% -10.2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490,246,817.08 1,776,181,216.01 -16.10% 2,670,351,66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4,981,968.68 888,217,712.67 -63.41% 811,863,4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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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08,286.63 311,887,384.10 306,335,473.60 210,517,4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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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726,857.98 -8,513,117.45 38,825,615.86 -1,443,98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237,968.02 -36,943,229.34 24,303,201.70 24,040,189.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327,515.78 21,648,910.65 104,363,711.56 37,302,9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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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7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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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97% 

129,168,7

08 
0 质押 78,249,900 

林春光 
境内自然

人 
3.65% 

18,874,98

0 
18,874,980   

上海高毅资

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高毅岭

山1号望远基

金 

境外自然

人 
1.93% 

10,000,00

0 
0   

徐九丁  1.04% 5,358,745    

KING JOIN 

GROUP 
LIMITED 

境外法人 0.98% 5,085,178    

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创

金合信医疗

保健行业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4% 3,334,896    

乌鲁木齐绿

保能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1% 3,168,900    

丘勇奇 
境内自然

人 
0.56% 2,902,539    

贾君华 
境内自然

人 
0.46% 2,390,000    

黄福兵 
境内自然

人 
0.39% 2,03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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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表格中第一大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000,000 股，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129,168,708 股；第四大股东徐九丁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946,400 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358,745 股；第八大股东丘勇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898,539

股，合计持有公司 2,90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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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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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突入起来的疫情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防控疫情，各地均采取居家隔离等相关措施，疫情对

公司的收入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各子、分公司为积极配合所在地的防控政策，近一季度末才陆续恢复正常经营，一季度收入

下降明显。因疫情原因，2020年各中小学寒假时间大幅增加，各地区学校推出网上教学，儿童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时间明显

增加，近视率上升明显，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防控之后，眼科医疗服务行业迎来一定的爆发阶段。随着近年来各级政府重视

程度增加，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全面实施，报告期内，公司顺应国家政策，积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眼科医疗机

构五方协同推进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项目的落地实施。同时，在国内加快医疗网络布局，与北京美尔目眼科集团建立战略合

作，深耕国内眼科医疗行业细分区域布局，持续增强“医教研”一体化建设，引入高端医疗人才，升级完善信息传递平台，

促进学科全面发展。此外，加快低效能产业剥离，持续推进业务转型升级，将资源集中在眼科诊疗服务业务，更名为光正眼

科，增强眼科品牌国内影响力。报告期内，公司门诊初诊量达到128622人次，受疫情影响同比降低31.6%；手术量53320例，

受疫情影响同比降低-29.6%；实现营业收入921,048,603.87元，实现净利润32,097,235.37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2,595,372.72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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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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光项目 267,684,717.86 130,922,758.14 48.91% 7.10% -6.07% -6.86% 

白内障项目 264,440,919.51 103,133,467.40 39.00% -36.37% -45.88% -6.85% 

眼前段项目 21,110,368.52 5,592,794.07 26.49% -40.85% -65.57% -19.03% 

眼后段项目 44,033,027.99 17,981,080.57 40.84% -19.66% -24.11% -2.39% 

视光服务项目 80,455,658.76 37,406,554.21 46.49% 3.70% 11.78% 3.36% 

燃气、油品 83,279,904.00 9,975,168.91 11.98% -68.87% -84.68% -12.36% 

钢结构制作、

安装 
140,127,585.39 5,927,667.48 4.23% 20.93% 173.39%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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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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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将与项目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

的已完工未结算工程、应收账款重分

类至合同资产，在向客户转让商品之

前收取的合同对价重分类至合同负

债，收取的合同对价中包含的增值税

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 

应收账款 -8,994,024.37  

合同资产 8,994,024.37  

预收账款 -18,780,772.59  

合同负债 17,349,624.63  

其他流动负债 1,431,147.96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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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资产 12,070,785.40  

应收账款 -12,070,785.40  

合同负债 9,668,951.32  

预收款项 -10,213,775.88  

其他流动负债 544,824.56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3号”），自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

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13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

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

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13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20年6月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号），自2020年6月19日

起施行，允许企业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

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

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本公司作为承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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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表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永麟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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