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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3                                                                         证券简称：东音股份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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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公司实施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方式收购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9.65476%股份。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专业从事井用潜水泵、小型潜水泵、陆上

泵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转型进入医药制造行业，主营业务为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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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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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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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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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音股份 股票代码 0027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家烈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拉第路 85

号 1 幢、2 幢 1-3 层 
 

电话 021-3886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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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IR@luoxi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罗欣药业主营业务系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分为医药工业和医药商业两大板块。医药工业板块以化学药品制剂

及原辅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主要产品为消化类用药、呼吸类用药、抗生素类用药等；医药商业板块以药品及医疗

器械的物流配送为主。 

     罗欣药业拥有通过GMP认证的粉针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干混悬剂、小容量注射剂及大容量注射剂等生产线，

部分制剂车间2019年取得了欧盟认证证书和 PIC/S 证书。此外，为降低自有制剂产品成本、增强自身竞争实力，罗欣药业

积极布局原料药业务，目前已建立化学原料药生产体系、抗肿瘤原料药生产体系等。罗欣药业原料药工厂已于2016年先后通

过日本AFM场地认证和韩国MFDS官方审计。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分类，所处行业归属于“C制造业”中的“C27医药制造

业”。罗欣药业的主营业务范围：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二类医

疗器械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生产；药品委托制造；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药品零售；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的业务范围为准） 

（二）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罗欣药业秉承“科技兴企”的方针，以化学药物研发为主，采取“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的模式。罗欣药业经过多年的生产

及研发，配合大规模引进的高端设备及高端人才，现已形成具有较高水准的核心技术体系。公司始终坚持“创仿结合”的策略，

加快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以及新仿制药的研发工作，丰富品种组合；通过引进国外优势品种，提升产品的上市速度，快速

建立仿制药产线，保证后续产品线不断上市，从而保持和提升公司在仿制药市场的市场地位。与此同时，积极布局有技术壁

垒的制剂品种，建立相应技术平台，通过技术优势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在创新药方面，发挥自主与合作研发双轨并进的优势，

提升自主研发实力的同时，积极通过多种形式的外部合作引入海外潜力品种。 

2、采购模式 

     医药工业板块所需的原材料主要为原辅材料、包装材料等。其中，原辅材料主要系泮托拉唑钠、奥美拉唑、克林霉素磷

酸酯、舒巴坦、头孢呋辛、头孢美唑钠、头孢哌酮等；包装材料主要系丁基胶塞、抗生素玻璃瓶、铝塑组合盖、模管等。医

药工业板块的采购主要根据生产计划、库存情况及原材料市场情况进行；医药商业板块主要提供药品及医疗器械的物流配送

服务，因此采购主要根据下游客户的市场需求、库存情况及上游市场价格情况进行。除此之外，罗欣药业与重大建设项目相

关的设备采购根据工程设计及需求进行，常用零星材料等根据库存限额进行临时采购。 

3、生产模式 

     罗欣药业严格遵循GMP规范的要求组织生产，以产品工艺流程为生产依据，以自有生产设备将各类原辅料进行加工，

原则上“以销定产”。罗欣药业三个主要生产基地各设有独立的生产中心，每年年末各生产中心根据销售中心制定的年度销售

计划，结合库存情况、发货情况及年度经营需求为各生产基地制定年度生产主计划。同时，各生产中心也根据每月实际的生

产、销售、存货、研发等经营状况，为各生产基地制定月度生产计划或周生产计划。罗欣药业依据月度或周生产计划组织生

产资源，落实生产。 

4、销售模式  

     医药工业板块采用直销及经销模式，主要产品包括化学药品制剂及原辅料药，其中原辅料药主要采用直销模式进行。医

药商业板块采用医药流通企业现有的行业经营模式，即向下游客户提供药品销售及配送服务。直销模式下，罗欣药业下游客

户主要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零售终端及医药生产企业，罗欣药业直接向下游客户配送药品，并向其开具发票；经销模式下，

罗欣药业下游客户主要为具有医药经营资质的经销商，罗欣药业通过经销商向医院及零售终端进行药品的销售及配送，并向

经销商开具发票。罗欣药业采取专业化的学术推广营销模式，学术推广主要委托第三方推广商开展。 

（三）行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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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1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

“GDP”）保持增长趋势，2018年达到900,309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6%。中国 GDP 规模维持增长趋势，进

而促进医药行业的发展。根据历史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医药工业的增长速度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左右。 

     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2011年的24,346亿元攀升至2018年的预计57,998.3亿元，复合增长率

为13.20%，高于我国GDP同期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不断提高，从2011年的5.0%增加至2018年

的6.4%，卫生部组织研究发布的《“健康中国 2020”战略研究报告》提出“到2020年，主要健康指标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到2020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应当达到6.5%-7.0%。”未来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将得到进一步

提升。“十二五”以来，由于相关部门对医疗体制进行改革并且加强药品监管，我国医药工业销售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十一五”

期间相比略有放缓，尤其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增速分别下滑至18.42%和13.23%，2015年更是下滑至9.46%。2016年、2017

年略有回升，分别达到10.34%和12.20%，2018年到达12.02%。 

（四）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上榜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2018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2019年中国医药研发产品线最佳工业企业”和

“2019年中国创新力医药企业20强”榜单，并荣获“2019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中国医药工业百强”、“2019中国非处方

药生产企业百强”、“2019年医药创新企业100强”、“中国制药集团研发20强”、“2019中国药品研发综合实力50强”、“2019中

国化学研发实力50强”、“全国医药行业质量领军企业”、“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中国医药行业守法诚信企业”、

“医药产业骄子企业”、“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医药研发创新标杆”、“山东省省长质量奖”、“山东省民营企业品牌价值100

强”、“山东省制造业高端品牌培育企业”、“2019年山东医药健康产业品牌价值10强”、“山东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40年卓越组

织”、“山东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十强”、“‘品质鲁药’综合实力30强企业”等多项荣誉。 

     根据NMPA数据显示，罗欣药业系当前国内唯一获批的头孢西酮钠原料药生产商。罗欣药业盐酸氨溴索原料药最大产能

可达120吨/年、居于行业前列。目前，罗欣药业拥有药品注册批件300余项，同时积极发掘非洲、南美洲及部分“一带一路”

国家等新兴市场的机会，有39项药品注册批件在菲律宾、埃塞俄比亚、玻利维亚、乌克兰等国家申请中。罗欣药业11个产品

被列入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4个产品被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12个产品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139个

项目被列入“山东省火炬计划、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山东省技术创新项目”。罗欣药业多项产品获得“科学技术进步奖”，其

中“化学药物晶型关键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新型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P-CAB）药物

LXI-15028的临床研究”被列入“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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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7,588,790,576.54 6,211,294,775.58 22.18% 5,247,632,34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3,950,170.65 512,315,288.52 23.74% 465,659,06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2,310,649.71 402,042,604.50 39.86% 409,799,967.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330,261.33 -86,984,627.64 233.74% 249,998,134.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48 22.92%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48 18.75% 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8% 14.87% 4.31% 15.2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7,460,560,292.68 5,962,272,191.57 25.13% 5,753,060,51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79,078,811.36 2,985,995,844.07 23.21% 3,278,955,5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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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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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223,385.54 2,144,387,099.13 1,694,161,504.65 1,970,018,58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370,315.97 168,196,020.32 106,325,545.57 234,058,28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816,732.69 148,726,673.44 101,169,095.60 189,598,14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9,396,823.04 242,813,435.36 229,046,317.57 163,867,3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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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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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秀宝 境内自然人 37.07% 133,355,016 100,016,262 质押 54,059,231 

李雪琴 境内自然人 9.61% 34,575,280 0   

方东晖 境内自然人 7.74% 27,846,000 20,884,500 质押 21,930,000 

方洁音 境内自然人 7.74% 27,846,000 0 质押 11,050,000 

大任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0% 10,442,080 0   

朱富林 境内自然人 0.42% 1,521,160 1,140,870   

黄小芹 境内自然人 0.32% 1,141,110 0   

陶胜强 境内自然人 0.27% 966,400 0   

北京盛唐恒泰

国际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盛

唐星辰3号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0.26% 945,890 0   

程磊 境内自然人 0.24% 875,45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控股股东方秀宝与自然人股东李雪琴系夫妻关系，方洁音为方秀宝和李雪琴之女，方东

晖为方秀宝和李雪琴之子，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方秀宝控制的企业。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悉上述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报告期末，股东黄小芹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 1,141,110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

量为 304,000 股；股东北京盛唐恒泰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盛唐星辰 3 号私募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为 945,890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945,890 股；股东程磊持股数

量为 875,455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875,455 股；股东袁小华持股数量为

850,000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85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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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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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公司实施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方式收购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99.65476%股份。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专业从事井用潜水泵、小型潜水泵、陆

上泵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转型进入医药制造行业，主营业务为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5.8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4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了23.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6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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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类 2,085,843,219.19 1,417,571,551.40 67.96% 6.83% 8.64% 1.13% 

消化系统类 1,886,135,118.60 1,743,034,794.70 92.41% 9.08% 8.17% -0.78%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其他类 917,310,939.72 783,798,138.20 85.45% 17.46% 15.81% -1.22% 

代理产品 1,928,806,988.84 234,316,308.30 12.15% 80.81% 86.20%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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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实施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方式收购山东罗欣99.65476%股份。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专业从事井用潜水泵、小型潜水泵、陆上泵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转型进入医药制造行业，主营业务为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019年度财务报告以重组后的资产为基础进行编制，公司业务和资产负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因此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前一报告期的相关财务数据变化较大。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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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合

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追溯调整法。 

2.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

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3. 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经

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引起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已于2019年12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的资产、主营业务及股权结构等均发生变更。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变更原有的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采用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的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本次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8日公告的《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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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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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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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反向购买 

 详细情况可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八、合并范围的变更”中“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内

容。 

 

(二)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 罗欣药业本期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实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 

菲律宾罗欣 新设子公司 2019.1.31 49.68 100.00 

罗欣安若维他 新设子公司 2019.3.25 9,120.34 77.4704 

罗欣健康 新设子公司 2019.5.23 1,000.00 100.00 

大诚医药[注] 新设子公司 2019.9.12 - - 

    注：大诚医药注册资本为3,000.00万元，现代物流认缴资本为1,800万元，宏欣医药认缴资本为1,200万元。截至资产负债

表日，该公司实收资本为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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