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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5                           证券简称：长江健康                           公告编号：2021-020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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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

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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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98302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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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健康 股票代码 00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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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文遥 陈婷婷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晨丰公路 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晨丰公路 

电话 0512-56926898 0512-56926898 

电子信箱 swynet@126.com chentingting@cjrfjx.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0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全球客观环境复杂多变、极不平凡的一年。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板块率先发展，海灵药业荣获中国医药工业100强企业、海南省企业100强、海南省民营企业百强、

海口市工业十佳企业等荣誉；奥美拉唑肠溶胶囊通过一致性评价，并成功中标第三批国家集采；与博瑞生物医药、长澳集团、

广东工业大学生物医药研究院、华润九新药业达成战略合作。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6月12日，

公司在海口美安新区占地80亩的新药研发基地项目落地，积极打造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标杆”企业，致力于抗细菌、抗

真菌、抗病毒等抗感染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以苏州医药科技为平台，加大新药研发与国际合作，立足本部，面向全国，

走向国际。医疗板块积极拓展，围绕“关爱女性健康，铸造长江品牌”目标，以“三甲医院的技术、民营医院的服务、上市公

司的管理”为标准，着力提升医疗板块高质量发展。郑州圣玛医院围绕回归医疗本质、在疫情期间充分发挥民营医院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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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量创新高，月子中心创新高，与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实现签约合作，成为“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合作医院”，为母婴

安全保驾护航。机械板块负重奋进，润发机械在国家政策趋紧时扛住了压力，稳住了阵脚。在疫情期间实施机器换人，在有

效控制用工成本的同时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疫情防控的压力和风险，以省级智能化示范车间为动力，持续向“智能化工厂”

升级。融入长三角，与30多年合作伙伴上海三菱加强对接，共建工程技术中心（上海三菱刚建成236米高的电梯试验塔导轨

全部由长江润发制造，高速导轨达到10米/秒），荣获新电梯网全球电梯品牌影响力TOP10、超高速电梯卓越贡献企业奖、

全球电梯领军人物奖等。 

与此同时，报告期内，在疫情防控的第一时间，公司积极组织开展抗击肺炎疫情捐赠活动，累计向武汉、海南、新疆等

地捐赠近6万支注射用阿奇霉素、4000余支注射用甲磺酸帕珠沙星、1.2万支注射用头孢他啶及400支红外额温枪，用于支援

一线人员防控疫情；郑州圣玛妇产医院抽调医护人员协助社区和街道办事处开展疫情防控排查工作及24小时支援高速卡口疫

情防控工作，用行动诠释责任。在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工作方面深耕细作，郑州圣玛妇产医院联合河南省妇联在全省启动“郁

金香孕育基金”公益活动，全年郁金香孕育基金三癌普查9680人，彰显企业担当精神。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4,058.4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27,116.59万元。上年度，受行业形势变化、

竞争格局等因素影响，旗下两家并购企业出现商誉减值风险，年度净利润首次为负，2020年在疫情较为艰难的环境下，公司

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开展工作，调动各方积极性，有效地控制了公司的运营成本和经营风险，实现了扭亏为盈，进

一步提升了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2.42亿元，较上年末下降4.22%；归属于上市公司

所有者权益51.7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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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0,584,177.05 5,072,901,049.57 -16.41% 4,673,757,03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165,902.59 -372,301,756.26 172.83% 367,129,55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956,650.60 -629,500,859.98 124.14% 305,266,799.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3,327,304.80 374,607,179.30 2.33% 286,938,465.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94 -0.3012 172.84% 0.29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94 -0.3012 172.84% 0.29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7% -7.23% 12.60% 6.8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7,242,404,366.84 7,561,322,269.93 -4.22% 8,244,164,07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78,603,259.31 4,919,006,463.93 5.28% 5,373,006,7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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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308,523.59 986,294,714.37 1,139,566,361.66 1,090,414,57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861,078.31 89,908,830.40 110,300,630.50 -904,63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259,753.38 43,136,810.27 62,524,393.96 -18,964,307.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667,708.65 -220,721,323.52 297,965,458.48 405,750,87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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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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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润发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08% 470,667,365  质押 329,383,300 

中山松德张家

港保税区医药

产业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66% 144,067,797  质押 144,067,797 

东吴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苏

州苏上健康产

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9.67% 119,550,388    

华安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

专户 1 号（交易

所） 

境外法人 3.76% 46,448,086    

杨树恒康张家

港保税区医药

产业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6% 40,255,009    

长江润发张家

港保税区医药

产业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1% 30,965,390    

深圳市平银新

动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3% 18,879,850    

深圳市平银能

矿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3% 18,879,850    

李柏森 境内自然人 1.28% 15,778,125    

郁全和 境内自然人 1.28% 15,778,125 11,833,5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郁全和为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郁全和与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为上市公

司一致行动人；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为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普通合伙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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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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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全球客观环境复杂多变、极不平凡的一年。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板块率先发展，海灵药业荣获中国医药工业100强企业、海南省企业100强、海南省民营企业百强、

海口市工业十佳企业等荣誉；奥美拉唑肠溶胶囊通过一致性评价，与博瑞生物医药、长澳集团、广东工业大学生物医药研究

院、华润九新药业达成战略合作。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6月12日，公司在海口美安新区占地80

亩的新药研发基地项目落地，积极打造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标杆”企业，致力于抗细菌、抗真菌、抗病毒等抗感染药品

研发、生产和销售；以苏州医药科技为平台，加大新药研发与国际合作，立足本部，面向全国，走向国际。医疗板块积极拓

展，围绕“关爱女性健康，铸造长江品牌”目标，以“三甲医院的技术、民营医院的服务、上市公司的管理”为标准，着力提升

医疗板块高质量发展。郑州圣玛医院围绕回归医疗本质、在疫情期间充分发挥民营医院优势，分娩量创新高，月子中心创新

高，与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实现签约合作，成为“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合作医院”，为母婴安全保驾护航。机械板块负重

奋进，润发机械在国家政策趋紧时扛住了压力，稳住了阵脚。在疫情期间实施机器换人，在有效控制用工成本的同时也很大

程度上降低了疫情防控的压力和风险，以省级智能化示范车间为动力，持续向“智能化工厂”升级。融入长三角，与30多年合

作伙伴上海三菱加强对接，共建工程技术中心（上海三菱刚建成236米高的电梯试验塔导轨全部由长江润发制造，高速导轨

达到10米/秒），荣获新电梯网全球电梯品牌影响力TOP10、超高速电梯卓越贡献企业奖、全球电梯领军人物奖等。  

与此同时，报告期内，在疫情防控的第一时间，公司积极组织开展抗击肺炎疫情捐赠活动，累计向武汉、海南、新疆等

地捐赠近6万支注射用阿奇霉素、4000余支注射用甲磺酸帕珠沙星、1.2万支注射用头孢他啶及400支红外额温枪，用于支援

一线人员防控疫情；郑州圣玛妇产医院抽调医护人员协助社区和街道办事处开展疫情防控排查工作及24小时支援高速卡口疫

情防控工作，用行动诠释责任。在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工作方面深耕细作，郑州圣玛妇产医院联合河南省妇联在全省启动“郁

金香孕育基金”公益活动，全年郁金香孕育基金三癌普查9680人，彰显企业担当精神。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4,058.4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27,116.59万元。上年度，受行业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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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格局等因素影响，旗下两家并购企业出现商誉减值风险，年度净利润首次为负，2020年在疫情较为艰难的环境下，公司

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开展工作，调动各方积极性，有效地控制了公司的运营成本和经营风险，实现了扭亏为盈，进

一步提升了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2.42亿元，较上年末下降4.22%；归属于上市公司

所有者权益51.7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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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心导轨 845,692,146.51 24,372,761.81 2.88% 12.03% -32.60% -1.91% 

冻干粉针 928,047,554.22 730,061,242.37 78.67% -23.61% -26.21% -2.78% 

粉针剂 1,635,985,360.25 1,467,964,401.46 89.73% -20.11% -20.85%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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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 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22号）。 根据

新收入准则的施行时间要求，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并依据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根据新收入

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2、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1）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201,764,375.62  -201,764,375.62 

合同负债  176,989,879.67 176,989,879.67 

其他流动负债  24,774,495.95 24,774,495.95 

（2）母公司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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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1,440,000.00  -1,440,000.00 

合同负债  1,310,400.00 1,310,400.00 

其他流动负债    12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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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华信制药失去控制 

2020年3月公司派出年报审计工作组进驻华信制药开展2019年度审计工作，但多次交流沟通后，华信制药时任总经理马

俊华明确拒绝配合审计工作、拒绝执行审计程序；公司已无法掌握华信制药的实际运营情况、资产状况、面临的风险等信息，

在事实上对华信制药失去控制。由于无法准确掌握华信制药 2020 年度完整的财务信息数据，公司自2020年度1月1日起不再

将华信制药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新设立子公司  

2020年6月18日，公司在张家港保税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长江润发(苏州)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从事健康产业领域的股

权投资。长江润发(苏州)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已完成了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并取得了张家港保税区市场监管局颁发的《营业执

照》。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郁霞秋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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