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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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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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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洋健康 股票代码 00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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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超 郭志豪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

厦 A 座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

厦 A 座 

传真 0512-58598552 0512-58598552 

电话 0512-58166952 0512-58166952 

电子信箱 jic@aoyang.com guozh@aoya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医疗服务业务 

公司的医疗服务业务已形成医、康、养护联动发展模式，形成以澳洋医院总院为支撑，澳洋医院三兴分院、顺康医院、

港城康复医院、优居壹佰护理院、张家港澳洋护理院联动发展。公司医疗服务业务立足基本医疗、兼具专科特色，总床位已

超2300张。 

公司募投项目澳洋医院三期的投入进一步提升了澳洋医院整体医疗服务水平，其配置的现代化智能营运设备及高科技医

疗诊疗器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更高品质的就医体验。澳洋医院加强肿瘤学科建设，在本市打造一个优质的肿瘤学术、科

研平台，吸引国内、国际上知名的肿瘤科研专家。力推澳洋医院肿瘤诊疗技术的快速发展，还将为临床研究提供分子水平的

建议和参考，并将临床诊断学的教学工作纳入澳洋医院的教学体系中，最终目标是建成国内一流、与国际接轨的医、教、研

结合的高水平研究院；澳洋医院2020年12月被评为三级综合医院，同年通过JCI认证医院复评，助力于提升上市公司在大健

康领域的知名度，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对公司的经营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张家港港城康复医院满足和提

升了本市康复人群的康复医疗、功能训练的质量和水平。在政府政策方面，“十四五”规划下，大健康产业面临更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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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服务需求仍有较大增长空间，医疗服务产业将继续以较快速度发展，有利于公司医疗服务业务保持持续稳定的盈利

能力。 

2、医药流通业务 

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现代医药流通企业，为华东地区大型单体医药物流企业，是国家AAAA级物流企

业。GSP标准的仓储总面积32000平方米。通过B2B模式，向下游客户配送药品、器械等。 

医药流通业务主要受药品采购价格、物流运营成本及下游需求等因素影响。澳洋医药目前是华东地区规模较大的现代化

物流企业，目前已形成以苏南为核心，以江苏省为主体，以上海、浙江、安徽为辐射的销售市场网络，累计下游客户8000

余家。 

报告期内，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进一步提升物流设备、流程的现代化、智能化与信息化，提升物流服务质量与效

率。新的物流中心将能够满足医药物流未来发展的需要，满足每年约20到25个亿的仓储物流服务需要。在设计理念、作业效

率、投入产出、人员用工、分拣速度、配送品类等方面，在华东地区具有较强竞争力。 

3、公司于本报告期出售与差别化粘胶短纤和普通粘胶纤维制造和销售业务相关的全部资产，该事项正在交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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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3,219,194.07 6,426,603,320.51 -40.51% 6,347,388,95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155,721.88 952,334,702.21 -93.37% 1,411,327,392.1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028,918,811.03 3,083,401,179.95 -1.77% 2,982,034,95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8,913,881.13 -458,994,227.81 -126.35% -425,175,24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6,779,679.51 -599,635,087.36 -72.90% -479,398,941.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465,579.58 125,329,179.05 -126.70% -627,620,902.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4 -0.59 -127.12%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4 -0.59 -127.12%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00% -38.84% -201.16% -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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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222,843.19 794,482,551.54 660,587,909.49 598,625,50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074,414.82 -801,192,098.58 -145,945,060.70 -127,851,13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9,216.19 -802,982,783.50 -148,321,401.92 -85,844,71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519,222.99 -150,852,551.52 -322,168,949.82 242,036,6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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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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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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2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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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31% 235,349,599  质押 166,686,547 

沈卿 境内自然人 2.21% 17,166,000    

迟健 境内自然人 1.29% 10,050,000    

深圳量度资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量度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7% 5,239,000    

张林昌 境内自然人 0.65% 5,012,000    

钟用付 境内自然人 0.29% 2,258,900    

朱宝元 境内自然人 0.24% 1,838,381 1,832,161   

李九华 境内自然人 0.22% 1,728,000    

钱叶飞 境内自然人 0.22% 1,711,400    

孙彬 境内自然人 0.21% 1,6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董事长沈学如先生，股东沈

卿为沈学如先生的女儿，二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张林昌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000 股，通过投资者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000,000 股，合计持有 5,012,000 股；孙彬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665,000 股，合计持有 1,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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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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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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阜宁澳洋”）向赛得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出售与差别化粘胶短纤和普通粘胶纤维制造和销售业务相关的全部资产。《关于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于2021年7月23日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资产出售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1、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与差别化粘胶短纤和普通粘胶纤维制造和销售业务相关的全部非流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动产、待转业务资料以及待转员工。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实现公司的业务战略调整，剥离化学纤维业务，

全力投入医疗健康业务，实现业务转型和产业升级。 

2、公司报告期内实施重大资产出售，对公司控股子公司阜宁澳洋科技所出售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学如 

 

2022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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