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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5                               证券简称：爱尔眼科                           公告编号：2020-088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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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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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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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眼科 股票代码 3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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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士君 黄强 

办公地址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198 号新世纪大厦

1218 室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198 号新世纪大厦

1218 室 

电话 0731-85136739 0731-85136739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yeah.net zhengquanbu@yeah.net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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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163,962,099.79 4,748,911,757.73 -1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76,130,356.04 695,017,837.89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79,010,133.50 695,042,047.19 -16.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9,779,801.24 997,424,890.50 -32.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79 0.1738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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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79 0.1732 -3.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4% 11.66% -1.8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4,383,932,775.88 11,894,748,817.14 2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284,632,559.12 6,594,041,531.33 10.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4,9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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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医疗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31% 1,462,326,340 0 质押 112,538,636 

陈邦 境内自然人 16.37% 659,300,928 494,475,696 质押 122,829,171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08% 325,482,076 0   

李力 境内自然人 3.56% 143,238,505 107,428,878  59,585,500 

郭宏伟 境内自然人 2.26% 91,000,018 0   

高瓴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HCM 中国基

金 

境外法人 1.57% 63,373,203 0   

TEMASEK 

FUL 

LERTON 
ALPH 

A PTE LTD 

境外法人 1.00% 40,261,0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

方达中小盘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92% 37,000,000 0   

安本标准投资

管理（亚洲）

有限公司－安

本标准－中国

A 股股票基金 

境外法人 0.68% 27,510,092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64% 25,715,36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前 10 名股东中，爱尔投资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关联属性为控股母公司，陈邦

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中陈邦持有爱尔投资 79.99%的股份，李力持有爱尔投

资 20.01%的股份；2、陈邦与郭宏伟为连襟关系；3、公司前 10 名中的其余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有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4、未知其余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爱尔医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97,418,064 股外，还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64,908,276 股，实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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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持有 1,462,326,34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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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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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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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公司全力投入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多次开展对疫情重灾区的精准捐助；同

时，公司全体员工不畏挑战逆势而行，在确保医疗安全的前提下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加大业务开拓

和技术培训，完善产学研创新平台，全方位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重大重组工作顺利实施，各项财务指标实现总体反转，公

司的战斗力、应变力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境内主营业务影响主要在2至4月，对境外主营业务的影响主要从3月下旬延续到6月。境内各分子

公司从3月中下旬陆续复工，欧洲地区及美国从5月上旬陆续复工，东南亚地区从5月中旬逐步复工，截至目前，受疫情反复

影响仍有部分地区网点尚未完全恢复，尤其湖北地区作为公司最成熟的战略基地之一，处在全国疫情的重灾区，经营业绩深

受重创。此后，京津冀及东北三省、新疆等省区出现疫情二次反复，这些地区的医院业务也受到了较大影响。 

报告期内，由于疫情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冲击，导致公司门诊量264.11万人次，同比减少16.53%；手术量23.63万例，同

比减少21.13%；实现营业收入416,396.21万元，同比下降12.32%；实现营业利润91,993.70万元，同比下降11.07%；实现净利

润70,498.90万元，同比下降3.5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67,613.04万元，同比下降2.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57,901.01万元，同比下降16.69%。 

新冠疫情百年未遇，迎难而上众志成城。随着疫情逐步控制，公司积极组织复工复产，各地医院及海外网点陆续恢复

门诊及手术服务。截至目前，复杂多变的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内各地时有反复，公司不早言全胜，不掉以轻心。疫情考验

之下，公司于危机中抓新机、变局中创新局，紧跟患者需求开设特色服务，如开放夜间视光门诊、节假日正常门诊、专家在

线问诊、电话专线问诊；同时，加快推进互联网医院建设，加强线上线下联动，努力挽回疫情对公司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

总体上看，由于公司全力以赴、应对得当，二季度业务回升的拐点日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眼科医疗市场短期无惧、长期无

忧的发展趋势。比如，由于疫情影响国内高考推迟，境内6月的传统高考季高峰相应延迟，但公司7月整体业绩快速提升。2020

年1至7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趋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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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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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名称   合并范围变动原因  

 湖南共睿康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长沙市雨花区清溪川爱尔眼科门诊部有限

公司  

 新设成立  

 Indah Specialist Eye Centre Sdn. Bhd.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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