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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50                           证券简称：奥美医疗                           公告编号：2022-004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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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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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265,407.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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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美医疗 股票代码 00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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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先举 郑晓程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8 号田厦金牛广场

A 座 19 楼奥美医疗证券部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8 号田厦金牛广场

A 座 19 楼奥美医疗证券部 

传真 0755-88299325 0755-88299325 

电话 0755-88299832 0755-88299832 

电子信箱 ir@allmed.cn ir@allmed.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家在医用敷料、感染防护产品、医用非织造产品实现一体化、规模化、智能化生产的全产业

链制造企业。 

公司核心业务聚焦医用低值耗材类产品，目前有伤口护理、手术耗材和感染防护三大产品板块。公司在伤口护理、手

术/外科类产品品类基础上，持续扩充现有低值耗材产品系列，提供一站式的产品供应服务，满足相关场景的使用需求。同

时以神经手术垫、凡士林纱布等高附加值产品为基础，向高值耗材延伸，打造多层次产品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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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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4,829,011.10 4,856,080,464.92 3.06% 3,155,715,68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52,953,286.33 2,910,700,528.82 -5.42% 2,051,694,830.5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925,554,887.71 3,834,498,022.40 -23.70% 2,352,461,80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1,214,849.37 1,157,526,566.11 -62.75% 325,812,46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3,185,202.57 1,061,118,748.22 -67.66% 275,971,419.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852,202.76 1,436,740,713.51 -73.91% 273,132,385.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1.83 -62.84% 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1.83 -62.84%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5% 44.00% -28.35% 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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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581,799.40 676,012,669.17 830,658,090.81 598,302,32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304,971.88 121,464,616.39 91,362,715.90 102,082,54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177,115.09 99,432,164.18 69,138,130.11 76,437,793.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27,440.70 56,637,443.44 169,792,622.26 134,994,6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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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9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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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金海 境外自然人 23.02% 145,794,859 145,794,859   

程宏 境内自然人 15.14% 95,894,739 71,92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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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华 境内自然人 14.07% 89,131,921 69,744,025   

万小香 境内自然人 9.87% 62,483,509 62,483,509   

杜先举 境内自然人 2.99% 18,937,942 14,203,456   

崔星炜 境内自然人 2.36% 14,915,303 14,915,303   

崔辉 境内自然人 2.36% 14,915,303 14,915,303   

杜开文 境内自然人 1.73% 10,937,890 0 质押 7,900,000 

黄文剑 境内自然人 0.81% 5,109,566 5,109,566   

枝江市金美投

资管理服务部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7% 1,726,514 1,505,2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 崔金海、万小香、崔辉、崔星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万小香、崔辉、崔星炜为

崔金海的一致行动人。万小香为崔金海之配偶、崔辉、崔星炜为崔金海之子。 

2. 杜开文为杜先举的一致行动人，为杜先举之子。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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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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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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