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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3                 证券简称：丰原药业                  公告编号：2020-011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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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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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0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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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 张群山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6 号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6 号 

电话 0551--64846018 0551--64846153 

电子信箱 xlyyzj@163.com xlyyzj@soh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77,762,403.83 1,567,862,608.43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751,474.43 56,566,642.63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8,423,723.93 39,601,012.65 -2.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385,836.31 30,896,021.10 -17.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50 0.1812 2.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50 0.1812 2.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8% 4.3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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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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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6,550,576.38 3,559,614,532.66 -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73,147,044.26 1,324,318,859.43 3.6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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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无为制药厂 国有法人 11.48% 35,842,137    

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 国有法人 8.18% 25,521,900    

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 国有法人 5.86% 18,286,558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1% 15,332,03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4% 7,000,000    

沈向红 境内自然人 0.60% 1,866,500    

胡国华 境内自然人 0.54% 1,671,110    

谭益洋 境内自然人 0.53% 1,660,000    

中英益利资管－建设银行－中英

益利安泓 1 号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0.46% 1,449,900    

刘优勤 境内自然人 0.37% 1,1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上述公司股东中，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

无为制药厂、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和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安徽省无为制药厂通过

海通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842,137 股；

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通过中泰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25,521,900 股；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通过安信证

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286,558 股；安徽丰

原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东北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9,332,030 股；胡国华通过中信建投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1,6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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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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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7,776.2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63%；实现营业利润7,624.39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58%；实现利润总额7,704.78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5,775.1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3,842.3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 

（2）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3）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577,762,403.83 100% 1,567,862,608.43 100% 0.63% 

分行业 

药品生产制造 722,209,571.65 45.77% 870,582,673.47 55.53% -17.04% 

药品零售流通 832,694,580.33 52.78% 668,852,977.57 42.66% 24.50% 

其他 22,858,251.85 1.45% 28,426,957.39 1.81% -19.59% 

分产品 

生物药及制剂 87,635,876.94 5.55% 86,821,245.87 5.54% 0.94% 

化学合成药及制剂 609,259,953.23 38.62% 755,275,162.70 48.17% -19.33% 

中药及制剂 25,313,741.48 1.60% 28,486,264.90 1.82% -11.14% 

药品零售 269,554,296.38 17.08% 240,103,926.04 15.31% 12.27% 

药品批发 563,140,283.95 35.69% 428,749,051.53 27.35% 31.34% 

其他 22,858,251.85 1.45% 28,426,957.39 1.81% -19.59% 

分地区 

安徽省内 842,637,066.30 53.41% 758,864,150.54 48.40% 11.04% 

安徽省外 735,125,337.53 46.59% 808,998,457.89 51.60%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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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的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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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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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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