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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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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9年度公司实现合并净利润（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4,533,748.49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105,108,521.60 元。2019

年度，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203,117,689.42元，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105,108,521.60 元，因

2018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因此 2019年未对 2018年度利润进行分配，年

末未分配利润为-98,009,167.82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于 2019年 12月 27日完成了本

次回购，使用资金总额 40,042,190元（不含交易费用），且母公司年末未分配利润为负，公司 2019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公司本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苏吴中 60020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佳海 李锐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东方大道988号 苏州市吴中区东方大道988号 

电话 0512-66981888 0512-65686153 

电子信箱 chenjh@600200.com lirui@600200.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为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公司核心医药产业，进一步明确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

努力打造发展以医药为核心的大健康产业，公司完成了房地产业务的剥离工作。 

公司医药板块通过全资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来组织运营，主营业务涉及药品研

发、生产和销售，拥有两家药品生产企业，目前主要产品涵盖“抗病毒/抗感染、免疫调节、抗肿

瘤、消化系统、心血管类”等领域。 

公司化工板块通过全资子公司响水恒利达科技化工有限公司来组织运营。主营业务主要涉及

有机颜料、染料及其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生产品种用于生产制造活性染料及有机颜

料。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 

1、医药产业 

医药集团下设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和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中凯生物

制药厂两家生产分支机构。苏州制药厂主要以生产原料药、现代中药和化学药为主，剂型分别有：

硬胶囊剂、颗粒剂、片剂（含抗肿瘤药）、囗服溶液剂、滴丸剂、乳剂、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

射剂、粉针剂、冻干粉针剂和原料药（含抗肿瘤药）等；中凯生物制药厂主要生产生物制品。同

时建有以江苏省基因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吴中苏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和苏

州本部为主体的企业技术中心。医药集团目前已建成涵盖基因药物、化学药物与现代中药，集研

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形成了以“抗病毒/抗感染、免疫调节、抗肿瘤、消化系统、

心血管类”等为核心的产品群，其中“玛诺苏-盐酸阿比多尔片”、“洛凯-注射用奥美拉唑钠”、“芙露

饮-匹多莫德口服溶液”、“洛叶-注射用卡络磺钠”、“洁欣-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力制同

-美索巴莫注射液”、“洛汇-注射用兰索拉唑”等已经成为拳头产品。 

目前，医药集团重点发展化学药和生物药的创新及研制，大力推进注射剂、片剂等品种的一

致性评价工作。其中，盐酸阿比多尔片进入 2019 版国家医保目录并成为国家卫健委《流行性感冒

诊疗方案（2019 年版）》官方推荐的抗流感病毒药物，盐酸曲美他嗪片已首家通过药品一致性评

价，门冬氨酸钾注射液、长春西汀注射液已经获得注册批件，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正在进行临床

研究，注射用奥美拉唑等产品正在进行一致性评价工作。此外，与浙江大学高水平科研团队合作，

加快公司研发的推进步伐，已合作启动肿瘤治疗创新药 YS001 研究，目前推进顺利。同时，医药

集团建立了以终端销售、配送、招商、OTC 等多种销售模式，销售渠道包括全国各区域内的代理



商、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等。综合来看，经过多年的稳步发展，吴中医药是一家具备完整产业链

和具有一定发展前景的医药企业。 

2、化工产业 

恒利达目前主要涉及有机颜料及染料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重点产品包括 J酸、4-氯-2,5、

吐氏酸、磺化吐氏酸、红色基 B、靛红、喹哪啶、分散黄 3G 系列等品种，上述品种用于生产活性

染料及有机颜料。受“响水 3•21 爆炸事故”影响，恒利达目前仍处于停产状态。恒利达拥有设计产

能 36,700 吨的一期厂区，以及设计产能 10,500 吨的二期厂区。依据行业特殊性，恒利达主要实行

“自产自销”的经营模式和“以销定产”的生产管理模式。即染料中间体产品以直接销售为主，客户

按约定向生产部门下达生产订单，公司则根据整体生产安排情况及合同期限组织生产。销售方式

主要为向国内下游染料、颜料加工生产企业和贸易企业直接供货的直销模式及出口商代理模式。 

在生产过程中恒利达始终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研发及安全环保工作，通过进一步改进工艺流程，

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三废处理方案。恒利达目前为国内少数持有《J 酸和吐氏酸全国工业产

品许可证》的供应商，已成为国内染料颜料中间体细分市场的重要生产基地。 

3、投资产业 

江苏吴中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围绕公司医药大健康核心主业的战略目标，积极对接外部投

资机构、医药企业、行业组织等，聚拢医药行业资源、筛选优质标的，通过专业化管理和市场化

运作，实现优势互补，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推动公司积极稳健地并购整合及外延式扩张。

同时，通过投资设立、有效参与以医疗大健康产业为主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不断丰富扩充公

司医药大健康产业链。 

（三）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行业的主要情况 

1、医药行业 

由于人们对医疗卫生具有刚性需求，因此医药行业具有较强的抗周期特点，一般较少随宏观

经济的波动而波动。不过医药行业存在一定的季节性特点，在疾病容易诱发流行的季节，人们对

医药需求将会有所增加。随着人民经济条件与健康需求的逐步提高，以及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投

入持续增加等，医药行业仍将保持相对稳健的发展态势。 

2019 年，自 1 月份的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要求坚持“三医”联动以来，医改逐步进入深水区，

我国医药行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推进，“4+7”带量采购的扩围、

新医保目录的修订、多轮创新药医保谈判的实施等改革措施，使得医药招标采购和支付政策更加

明晰、医保控费更加精准。随着医改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在政府财政支持下的医保完成全民覆



盖的背景下,从支付端发起的医药、医疗双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将成为未来医药行业的主旋律；另一

方面，仿制药的市场空间将不断被压缩，处在市场份额较小的创新药将迎来更多的市场机遇。总

而言之，在政策、市场共振下，优势企业已逐渐崭露头角，未来竞争格局雏形已逐渐体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 年 1-12 月，医药制造业累计营业收入为 23,908.60 亿元，同

比增长 7.4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同花顺 iFind） 

2、化工行业 

2019 年，受响水化工园区“响水 3•21 爆炸事故”以及江苏省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整治影响，全

国范围内对化工企业安全环保展开了大排查，长期目标在于落后产能的淘汰和产业转型升级。江

苏作为化工大省，先后发布了多项政策，省内存量化工企业和化工园区面临削减压力。全国范围

内的安全生产整治将进一步提升，开启染料行业的新一轮供给侧改革。目前染料行业供给呈现寡

头垄断的格局，在未来安全环保政策持续收紧的态势下，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2019 年，受“响水 3•21 爆炸事故”及安全环保压力影响，染料行业的两大子行业分散染料和

活性染料的主要产品价格呈现冲高回落并趋稳走势。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3、房地产行业 

2019 年，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的政策环境整体偏紧。中央聚焦房地产金融风险，坚持住房居

住属性，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房地产行业资金定向监管全年保持从紧态势；地

方因城、因区、因势施策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同时，在我国经济和房地产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

的背景下，行业调控政策和融资环境总体仍将保持从严态势，销售业绩分化也会加速房地产行业

洗牌，“越大越强、强者恒强”的竞争法则也将成为共识。 

2019 年，国内楼市整体增速进一步放缓。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对 100 个城市新建住宅的

全样本调查数据显示，2019 年 12 月，全国百城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 15,168 元/平方米，同比上涨

3.34%。 

 

（数据来源：CREIS 中指数据）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3,919,919,292.37 4,617,910,901.74 -15.11 4,634,581,387.80 

营业收入 2,109,850,652.89 1,701,627,607.60 23.99 2,960,487,76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4,533,748.49 -285,568,326.57 不适用 133,105,25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152,971.71 -453,300,289.62 不适用 60,745,52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358,139,574.02 2,392,144,084.33 -1.42 2,919,630,58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6,027,875.30 334,027,632.20 -149.70 249,141,522.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0 -0.396 不适用 0.1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0 -0.396 不适用 0.1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9 -10.75 增加13.44个百分点 4.5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14,354,760.26 571,767,051.14 531,718,062.54 592,010,77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81,963.24 45,511,265.83 2,414,386.75 9,226,13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72,403.74 504,625.57 -55,530,451.08 -16,054,742.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18,896.94 -14,203,473.56 113,997,401.31 -239,202,906.11 

注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第二季度较其他三个季度较高的主要原因为第二季度确

认因响水恒利达未实现业绩承诺应回购股份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注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第三季度较其他三季度相比有较

大亏损的主要原因为第三季度公司为拓展医药业务市场，加大了医药销售费用的投入。 

注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第三季度较第一、第二季度较高的主要原因为第三季度

因加大催款力度而收到的货款较多； 第四季度现金流量净额下降较大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以承兑汇

票结算方式收到的货款较多。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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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0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5,26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0 122,795,762 17.24 0 质押 91,5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11,501,003 1.6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 8,354,200 1.17 0 无 0 国有法人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7,829,303 7,829,303 1.10 0 无 0 其他 

毕红芬 -7,849,313 4,563,925 0.64 1,623,966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晓峰  4,266,459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曾纪锋  4,118,834 0.5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85,003 0.5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徐荣良  3,322,605 0.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马文革  2,710,000 0.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其

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0,985.0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0,822.30 万元，增长

23.99%。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204,566.7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406.13 万元，增长 20.93%。

实现营业毛利 62,456.9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111.11万元，增长 3.50%，其中主营业务毛利

63,412.5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17.58万元，增长 5.8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6,453.37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35,010.21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1.重要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9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2家，详见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九、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与上年度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增加 2 家，注销和转让 5家，详

见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