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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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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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26,492,30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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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医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88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惠选

韦娜、刘燕香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新区布龙路 660 号稳健工业园 深圳市龙华新区布龙路 660 号稳健工业园

传真

0755-28134688

0755-28134688

电话

0755-28066858

0755-28066858

电子信箱

investor@winnermedical.com

investor@winnermedica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通过“winner稳健医疗”、“Purcotton全棉时代”以及“PureH2B津梁生活”三大品牌实现医疗及消费板块协同发
展的医疗大健康企业。具体而言，公司一直秉承着“质量优先于利润，品牌优先于速度，社会价值优先于企业价值”的核心经
营原则，通过持续创新不断拓展产业边界，已从单一的医用耗材生产企业发展成为覆盖伤口护理、感染防护、手术室耗材、
个人护理、家庭护理、母婴护理、家纺服饰等多领域的医疗大健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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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用耗材板块
稳健医疗是国内医用耗材行业的标杆企业，主要产品线覆盖伤口护理、感染防护及消毒清洁，具体产品包括高端伤口敷
料产品、传统伤口护理与包扎产品、手术室感染控制产品、疾控防护产品及用于体表清理的消毒清洁产品。
公司是国内最早建立从棉花采购到研发、生产、及直接对外出口的全产业链医用耗材企业之一。公司产品先后获得欧盟
CE认证、美国FDA认证以及日本厚生省认证，出口至欧美、日本等国家。2005年，“winner稳健医疗”品牌进入国内医院和药
店市场，凭借优良的产品品质和服务，逐步在国内医院和药店建立起良好的品牌和口碑。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winner
稳健医疗”品牌防疫产品进入医院和民用市场，并因其公开承诺不涨价、产品质量过硬，获得国际国内、政府单位和民众的
一致好评，品牌美誉度和知名度大幅提升。
在产品方面，稳健医疗围绕市场需求，贴近临床和终端，以研发创新为驱动力，不断完善产品布局，业务范围由纱布等
单一伤口护理产品的销售，拓展至伤口护理、感染防护和消毒清洁的综合解决方案的销售。一次性医用耗材和手术室耗材相
较于重复使用的医用产品能更有效减少医内感染，随着国家和医院对医内感染的关注以及居民对个人卫生环境的重视，一次
性医用耗材和手术室耗材正在逐步被国内市场接受。稳健医用敷料产品线已由以纱布类产品为主的传统敷料产品拓展至高端
敷料产品，如硅胶泡沫敷料、水胶体敷料、超级吸水垫、负压引流产品等，主要应用于糖尿病足、大面积烧伤、创伤等慢性
伤口愈合场景。公司在高端敷料领域的技术水平已位于行业前列，有望打破国际大型医疗企业的垄断，实现进口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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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生活消费品板块
全棉时代是以全棉水刺无纺布为发展开端，以“医学贴近生活，全棉呵护健康”为品牌主张，以“全棉理念、医疗背景、
品质基因”为核心竞争力的健康生活品牌，产品包括纯棉柔巾、全棉表层卫生巾、纯棉湿巾等无纺类消费品及婴童用品、婴
童服饰、成人服饰等纺织类消费品。全棉时代倡导“舒适、健康、环保”的生活理念，以棉替代化纤、远离化学品刺激，针对
不同生活场景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拥有良好的用户口碑，已在消费品领域形成充分差异化的品牌形象，具备较强的品牌号召
力。2019年10月，全棉时代荣获由CCTV主办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品牌”之誉。
在产品方面，公司凭借出色的质量管控能力及技术研发能力，持续推出医疗级品质的消费品。全棉时代核心产品的主要
原材料棉花均采用全球优质棉花，从源头把控产品品质与安全。生产环节参照医用耗材的高标准，严格控制各类污染源。一
次性内裤、初生婴儿服等贴身衣物均采用医疗等级的灭菌包装，进一步保证产品的安全性、环保性。全棉时代产品覆盖母婴、
儿童、成人等多个消费群体，横跨高端纯棉柔巾、女性护理、婴童护理、成人服饰、家纺用品等多条产品线。
2019年7月，公司推出“PureH2B 津梁生活”品牌，意在打造覆盖美妆、个护、运动等健康美丽生活需求的一站式零售平
台。截至2020年12月31日，“PureH2B 津梁生活”通过线下8家门店及线上官网、小程序渠道进行销售，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

（二）公司所处行业
1、行业界定
根据《医疗器械分类规则(2015)》（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5号）及《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公告2017年第104号），公司生产销售的医用敷料属于医疗器械中的护理和防护器械。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及《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制造业（C）中的专用设备制造业（C35）。
公司健康生活消费品板块的产品包括纯棉柔巾、全棉表层卫生巾、纯棉湿巾等无纺类消费品及婴童用品、婴童服饰、成
人服饰等纺织类消费品。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及《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
司经营的消费品主要属于制造业（C）中的纺织业（C17），纺织服装、服饰业（C18）。
2、 行业发展情况
(1) 国内外医用耗材行业发展情况
医用耗材是指在临床诊断和护理、检测和修复等过程中使用的医用卫生材料。其品种型号繁多，应用广泛，是医疗机构
开展日常医疗、护理工作的重要物资。从价值角度讲，医用耗材可分为高值医用耗材和低值医用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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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中国医药报、Magna Information Centre、IBM报告
相比高值医用耗材，低值医用耗材以注射穿刺类、医用敷料类、医用高分子类为主，进入门槛较低，市场竞争激烈。因
应用广泛且受益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需求的不断增长，低值医用耗材市场空间巨大，未来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根据IBM研究分析，预计到2025年我国低值医用耗材市场规模将达到2213亿元。
①手术室感染控制产品市场发展状况
由于外科手术数量的增长及对感染控制措施的加强，手术室感染控制产品市场呈持续增长态势。根据CMI机构的统计，
手术室感染控制产品市场规模预计将于2026年达到36.88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4.9%。
手术室感染控制产品可分为重复使用型和一次性使用型，从重复使用型产品向一次性使用型产品转变为行业的发展趋势，
主要原因包括：一方面，一次性手术感染控制产品相比重复使用产品能够显著降低交叉感染风险，根据Coherent机构的报告，
一次性手术室感染控制产品能够使得手术中的交叉感染风险降低60%，中华护理学会手术室专业委员会编制的《手术室护理
实践指南》亦推荐手术室使用一次性无菌产品。另一方面，一次性手术室感染控制产品在便利性、成本等方面相比重复使用
产品亦具有优势，使得一次性产品需求更加旺盛。
相比于单个产品，定制化手术组合包产品的市场规模将呈快速增长趋势。根据CMI机构的统计，全球定制化手术组合包
市场规模预计将于2026年增长至213.47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2%。其中，我国定制化手术组合包市场规模预计将上
升至15.04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12.2%，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②高端伤口敷料产品市场发展状况
从全球趋势来看，对多功能、新材质、高附加值的医用敷料的需求日渐迫切，高端医用敷料产业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根据BMI的统计，全球高端敷料市场规模预计将于2022年达到70.15亿美元。
随着国内厂商在技术与品质上的不断进步，及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制定的支持包括高端敷料在内的医用敷料行业发展的
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出台落实，高端医用敷料领域未来有较大的国产替代空间。
（2）消费品细分行业发展现状
①生活用纸业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的统计，2018年，我国生活用纸市场消费量为889.6万吨，同比增长4.5%；消费
总额达到1,168.0亿元，同比增长5.6%，消费单价持续上涨。
生活用纸具有刚性和持续性的需求特征，市场持续扩大，面巾纸及擦拭纸类产品普及率也进一步上升。纯棉柔巾因其更
具环保性、不易致敏，可形成对传统纸品的替代，市场潜力巨大。因棉柔巾市场认可度逐步提升，天猫已在纸品分类中新增
棉柔巾品类，其中2019年全棉时代市场占有率超过65%。
棉柔巾应用场景丰富，广泛使用于卫生清洁、个人护理等场景，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渗透率有望进一步上升。公
司为棉柔巾的开创者，引领行业过去几年实现快速的增长。根据立鼎产业研究院数据，中国棉柔巾需求量由2015年的23.5
亿张增长至2019年的233.5亿张，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77.5%。
②一次性卫生用品行业发展状况
根据Euromonitor统计，2015-2019年，中国吸收性护理用品市场由1289亿元增长到168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9%。
其中，女性卫生护理用品由740亿元增长到879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4%。婴童纸尿裤的市场规模由479亿元增长到670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8.7%。成人失禁用品的市场规模由16亿元增长到43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8.6%。湿巾的市场规
模由54亿元增长到8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3%。成人失禁用品在我国起步较晚，尚处于导入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
步显现，我国成人失禁用品市场巨大的潜力将得到释放。湿巾在我国的市场普及率较低，目前市场以婴儿用湿巾、通用型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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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为主，女性卫生湿巾、卸妆湿巾、居家清洁湿巾等品类占比较小，可开发的市场空间较大。
③ 纺织业与纺织服装、服饰业发展状况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及消费国，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商品销售额由2007年的703.02亿元增
长至2019年的6,676.4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63%。其中，连锁零售企业中的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商品销售额
近年来增长迅猛，2019年已达1,448.02亿元。
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同样也带动了纺织、服装及日用品行业的转型升级。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统计，2019年我国
纺织服装电子商务交易总额为6.69万亿元，占全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的19.22%，是电子商务平台最活跃的交易品类。其中，
纺织服装网络零售的规模为16,700亿元，占实物商品网络零售总额的19.59%。我国纺织业与纺织服装、服饰业竞争较为充分。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9年末，我国纺织业共有规模以上企业18,018家，纺织服装、服饰业共有规模以上企业13,353
家，市场竞争趋于激烈。
3、公司竞争地位
（1）医用耗材业务
稳健医疗是我国医用耗材行业中具有综合领先优势的生产企业，在行业内较早建立起医疗级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实现从
棉花采购到研发、生产、销售的全产业链经营模式。作为医用敷料行业龙头企业，公司推动设立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之医用敷料分会，并任医用敷料会长单位，带领行业持续以高品质产品逐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公司
充分发挥其核心经营原则-“社会价值优先于企业价值”，严格把控防疫产品质量，不对终端涨价，产品得到了国家和民众的
一致好评，品牌价值大为提升。公司自主品牌“winner稳健医疗”已进入国内三千多家医院和超过九万家药店，其中大多数医
院为三级和二级医院，并在海王星辰、大参林、健之佳、高济、老百姓大药房等知名连锁药店设有产品专柜、产品系列陈列。
（2）健康生活消费品业务
全棉时代以“棉”为核心，覆盖母婴、儿童、成人等多个消费群体，横跨高端纯棉柔巾、女性护理、婴童护理、成人服饰、
家纺用品等多条产品线。公司以自主研发的全棉水刺无纺布为基础材料载体，成功实现了医用产品向家用产品的拓展。公司
是全棉无纺消费品市场的开拓者及行业领导者，凭借领先的产品研发能力、医疗级的产品品质及深入人心的品牌形象，迅速
提高全棉无纺制品的市场份额。全棉时代已经发展成为高品质国产消费品牌中的旗舰民族品牌，是消费者购买棉制消费品的
首要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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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12,533,945,946.63

4,574,625,915.60

173.99%

3,838,917,18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0,412,504.40

546,293,677.91

597.50%

424,684,85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50,822,797.63

480,452,746.25

680.69%

411,288,93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67,496,287.39

599,772,565.88

694.88%

467,862,582.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9.80

1.45

575.86%

1.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9.79

1.45

575.17%

1.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68%

18.80% 提高 45.88 个百分点

18.3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3,002,251,764.44

4,531,474,379.58

186.93%

3,958,417,79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453,934,045.43

3,160,380,500.84

230.78%

2,657,001,622.9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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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482,975,289.36

2,696,803,593.91

5,343,370,125.43

3,010,796,93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8,806,306.55

713,412,383.36

2,117,879,590.69

660,314,22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7,949,508.13

705,011,541.34

2,109,396,234.75

618,465,51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1,546,751.39

1,861,859,230.86

1,491,721,330.18

802,368,9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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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28,429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32,007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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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健集團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68.10%

290,438,848

290,438,848

北京红杉信远
境内非国有
股权投资中心
法人
（有限合伙）

8.09%

34,500,000

34,500,000

深圳市康胜投
境内非国有
资合伙企业（有
法人
限合伙）

5.01%

21,371,232

21,371,232

深圳市康欣投
境内非国有
资合伙企业（有
法人
限合伙）

2.66%

11,334,400

11,334,400

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1.99%

8,492,308

8,492,308

深圳市康隆投
境内非国有
资合伙企业（有
法人
限合伙）

1.60%

6,844,432

6,844,432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万
家行业优选混 其他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0.94%

4,000,003

0

深圳市康立投
境内非国有
资合伙企业（有
法人
限合伙）

0.82%

3,511,088

3,511,088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
其他
银施罗德新生
活力灵活配置

0.57%

2,452,274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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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中金公司－招
商银行－中金
公司丰众 26 号
员工参与创业 其他
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0.48%

2,044,404

2,044,4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不适用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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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的N95口罩及医用口罩、防护服、隔离衣等医疗用品属于疫情防护最紧缺的战略物资。公司秉承
着“社会价值优先于企业价值”的经营原则，第一时间响应国家需求，全力保障防疫救治物资的供应。公司在抗疫时期向社会
和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武汉和全球各地供应了大量防护物资，公开承诺“终端不涨价”、“春节不放假”和“24小时生产不停机”，
公司的社会责任行动被国务院联防组称为当之无愧的抗击疫情“军工厂”，全资子公司黄冈稳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的企业。在医院和OTC药店渠道，积极开展学术营销、大客户拓展、零售营销云项目，
提升在三甲医院、大型连锁药店的市场覆盖率和占有率。在电商方面，不断提高客户体验和平台管理能力，增强消费者黏性
和忠诚度，使线上业务快速抢占个人防护和家庭护理市场。随着全球感控防护类产品市场的快速扩张以及海外的知名度、美
誉度、影响力扩大，公司实行积极进取的客户拓展策略，产品出口国从2019年的70余个增加至110余个，取得了较好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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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为海内外输送各类口罩近40亿只，各类防护服、隔离衣、手术衣超过8,600万件，捐
款捐物统计在册的超过1,300万元。
2020年，公司医用耗材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6.8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16.36%报告期内，公司医用耗材业务实现境
外销售58.9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52.04%。公司医用耗材业务实现境内销售27.8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50.98% ，其中，
医用耗材产品已覆盖全国3000余家医院，实现销售收入11.08亿元，同比增长约4.74倍；在药店零售渠道，共计覆盖全国近9
万家OTC药店，实现销售收入4.80亿元，同比增长约2.10倍；在天猫、京东和亚马逊等电商平台实现销售收入4.94亿元，同
比增长约14.12倍。
在健康生活消费品领域，即使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线下零售市场造成严重冲击，但是公司健康生活消费品依然保持同比
增长16.93%，主要得益于公司早期布局线上线下融合机制，打通了线下门店和线上小程序的技术、团队管理和内部利益分
配问题，实现线下门店引流到线上实现销售的融合。同时，公司全棉时代和津梁生活通过形象升级、店铺扩张、产品迭代、
社群运营等举措，使零售电商平台流量实现高效转化。在品牌建设上，通过社会化营销，如捐赠公益事件、全棉时代品牌明
星代言人、大咖种草等形式提升知名度、美誉度和客户忠诚度。
公司健康消费品业务实现销售收入35.1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93%，其中全棉时代销售收入34.77亿元，同比增长
15.80%；津梁生活销售0.40亿元。受新冠疫情影响，全棉时代线下门店销售9.39亿元（含加盟店销售，不含门店引流到小程
序的销售），同比下降18.87%；电子商务渠道销售23.14亿元，同比上升38.29%，其中在天猫、京东等第三方电商平台实现
销售19.09亿元，同比增长19.59%，在自有平台官网、小程序和APP 端，实现销售4.05亿元，同比增长425.56%，值得一提的
是，门店引流到小程序实现的销售为2.05亿元；商超渠道实现销售1.34亿元，同比增长29.10%；大客户渠道实现销售0.90亿
元，同比增长31.87%。
报告期内，全棉水刺无纺布收入2.37亿元，同比去年下降19.04%。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间，公司将全棉水刺无纺布创新
性地应用于防疫产品上，既解决原材料供应短缺问题，其面料的舒适性和透气性又得到医护和居民的高度认可。因公司生产
的全棉水刺无纺布优先满足防疫产品生产，因此对外销售减少。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0 号——上市公司从事医疗器械业务》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工作如下：
（一）责任担当，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应有贡献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防疫产品工厂全员不休假，黄冈稳健口罩车间全员从春节前开始数月一天不休，开足马力
生产口罩，N95口罩从3.6万片/天日产量提升到了4.5万片/天，只花了两天左右的时间，医用外科口罩产能也迅速翻倍。随即
嘉鱼稳健、崇阳稳健大年初一就开工，同样连续数月没有休假。崇阳稳健从日产防护服3,000件到50,000件只用了20天。公司
1月21日对外公开承诺口罩终端不涨价，3月29日，面对海外疫情，对外不卖高价。生产和供应中坚持高品质，展示中国制造
的优良和价值。公司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把疫情当战场，坚持将防疫物资发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公司置社会价值高于
一切，坚守承诺，为广大医护人员和抗疫工作者提供质量价格兼优的防疫产品。
（二）加强研发创新和产品升级
报告期内，防疫物资原材料价格变化极大，供应短缺，为解决防疫物质原料短缺及长时间穿戴防护服、手术穿戴憋闷的
问题，快速开发出全棉防护服、隔离衣、手术衣；同时，快速开发出柔耳口罩、全棉里层口罩、精油口罩等新品从专业应用
领域迅速扩大到个人消费领域。此外，公司于2020年12月新取得泡沫敷料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标志着公司伤口护理领域高
端敷料产品线在国内市场产品布局趋于完善，丰富了公司在慢伤护理领域压疮预防和渗液管理的产品解决方案，符合行业未
来发展趋势和中国老龄化日益加剧现状，同时，为高端敷料产品实现国产代替进口迈出了重要一步。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在
研项目情况如下，公司2020年新取得117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外观设计专利，8项发明专利证书。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拥
有1项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和59项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上述专利和注册证的取得，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建立产品技术和
竞争壁垒，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三）有序推进数字化转型
公司抓住机遇，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提高运营效率。报告期内，全棉时代全渠道商品数字运营项目正式上线，实现设
计、研发、商品、生产、供应链、物流六大业务通；全渠道数字运营项目实现线上自有平台和线下自营渠道的会员通、价格
通、促销通；“云听”和“观星台”上线，为管理层提供核心运营数据、会员数据、盈利数据和商品数据等。新冠肺炎疫情初期，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通过移动端可以看到每一个商品的信息和数量变化并可对其进趋势分析，及时预测市场对产
品的需求动态，从而使供应链能够做出快速地调整应对。经过数字化各项目的开发和运营实践，企业的数字化平台框架已经
初步建成，从商品数字运营、全渠道数字运营到消费者数字运营，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前台、中台、后台的信息技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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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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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医用耗材（分部
8,780,321,007.56 4,000,700,548.91
1）

62.00%

588.91%

1797.52%

22.78%

健康生活消费品
3,517,061,738.06
（分部 2）

55.19%

16.93%

15.57%

-3.52%

444,288,364.80

注：注：医用耗材（分部 1）参见本报告第十二节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6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分
部 1 与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 十四、其他重要事项（一）分部信息 2、报告分部的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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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营业收入
业务分部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医疗耗材

8,780,321,007.56

1,274,522,807.08

588.91%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医疗耗
材中防护产品销售大幅增长
所致

健康生活消费品

3,517,061,738.06

3,007,901,073.21

16.93%

无重大变动

全棉水刺无纺布

236,563,201.01

292,202,035.31

-19.04%

无重大变动

173.99%
合计

12,533,945,946.63

4,574,625,915.60

主要系医疗耗材行业销售大
幅增长所致

2、营业成本
业务分部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医疗耗材

3,336,695,726.84

774,704,486.14

330.71%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医疗耗
材中防护产品销售大幅增
长所致

健康生活消费品

1,575,848,274.82

1,241,744,659.52

26.91%

无重大变动

全棉水刺无纺布

157,878,300.10

195,477,389.41

-19.23%

无重大变动

合计

5,070,422,301.76

2,211,926,535.06

129.23%

主要系医疗耗材行业销售
大幅增长所致

3、营业利润
业务分部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医疗耗材

4,000,700,548.91

210,838,772.31

1797.52%

主要系医疗防护产品的大
幅增长所致

健康生活消费品

444,288,364.80

384,424,235.97

15.57%

无重大变动

全棉水刺无纺布

23,623,741.46

30,215,992.53

-21.82%

无重大变动

未分配金额

63,124,586.39

16,292,042.37

287.46%

无重大变动

合计

4,531,737,241.56

641,771,043.18

606.13%

主要系医疗耗材行业销售
大幅增长所致

由营业利润的增减变动可以看出，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医疗耗材的增长，医疗耗材
营业利润/归母净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有以下原因：
1、受疫情的影响，公司医疗防护用品（主要是口罩、防护服、隔离衣）的销售大幅增加
2、公司自主研发的全棉水刺无纺布广泛应用于手术衣、隔离衣、防护服等产品，受到了国内外市场的认可，公司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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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大了产能满足市场需求；因原材料自主研发的防护产品通过规模化生产使产品成本优势提升，带来业绩增长；
3、随着国内疫情的缓和，健康生活消费品线下、线上销售从第三季度开始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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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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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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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6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号），适用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位中的相关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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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旗下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27日投资600万元设立黄冈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除此之外，合并
范围无其他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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