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223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2021-015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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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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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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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11-86900876 0511-8690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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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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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产

品主要集中在呼吸制氧、糖尿病护理、感染控制解决方案、家用类电子检测及体外诊断、急救与临床及康

复器械等业务领域。 

遵循“创新重塑医疗器械”的战略，公司以消费者为核心，在持续发展血压监测、体温监测、中医设备、

手术器械等基石业务的基础上，重点聚焦呼吸与制氧、血糖及POCT、消毒感控三大核心赛道不断拓展，

并对急救、眼科、智能康复等高潜力业务进行积极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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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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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国内医疗器械行业的领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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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1,997,858,899.82 10,065,252,420.67 19.20% 7,965,728,88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272,114,352.19 7,437,320,072.16 11.22% 6,070,575,008.7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894,308,112.28 6,725,687,289.68 2.51% 4,635,934,68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2,421,641.48 1,759,061,963.21 -15.73% 752,567,25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18,943,231.24 1,626,319,404.40 -18.90% 707,640,391.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1,201,633.89 2,830,851,055.84 -57.57% 614,203,042.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9 1.75 -14.86% 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9 1.75 -14.86% 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22% 26.19% -6.97%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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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1,551,525.50 1,931,186,170.23 1,717,517,834.34 1,584,052,58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9,300,986.21 503,437,380.88 388,857,313.73 130,825,96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9,430,245.93 440,835,552.06 350,697,536.18 87,979,897.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429,602.22 628,073,568.44 287,181,833.78 113,516,6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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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0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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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鱼跃科技 境内非国有 24.54% 245,983,450 0 质押 2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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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 

吴光明 境内自然人 10.32% 103,438,5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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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31,329,162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五组合 
其他 1.76% 17,6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睿玺

三年定期开放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25% 12,550,3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前

沿医疗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12,000,053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八零五组

合 

其他 0.90% 9,000,000 0   

澳门金融管理

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78% 7,818,4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产业

升级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3% 7,36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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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股份回购 

公司于2021年2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并于2021年2月23日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2,350,28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23%，最高成交价为28.9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7.60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 349,944,093.99 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2022年2月8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已届满，公

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2,852,38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28%，最高成交价为29.8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7.6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364,910,020.99元（不含交

易费用）。本次回购实际回购时间区间为2021年2月23日至2022年1月28日。 

详细内容请见2021年2月10日、2021年2月20日、2022年1月5日、2022年2月10日公司在《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4）、《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07）、《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关于回购股份期限届满暨回购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6）。 

2.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并经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受让公司

回购股票的价格为22.5元/股，为公司截至2021年5月31日回购股份均价（28.34元/股）的79.39%，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受让的股份总数预计不超过6,622,222股，约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66%。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参加对象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骨干员工

预计不超过42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2021年7月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以及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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