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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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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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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178,523,49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43 元（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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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洛药业 股票代码 0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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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玉旺 楼云娜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江南路 399 号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江南路 399 号 

传真 0579-86558122 0579-86558122 

电话 0579-86557527 0579-86557527 

电子信箱 000739@apeloa.com 000739@apelo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所属医药制造行业，主营业务涵盖原料药中间体、合同研发生产服务（CDMO）、制剂业务和进出口贸易业务等。 

    （一）主要涵盖品种如下： 

    （1）原料药中间体 

    包括口服头孢系列、 口服青霉素系列、精神类系列、心脑血管类系列和兽药原料药中间体系列。 

    （2）合同研发生产服务 

包括研发服务、商业化人用药项目、商业化兽药项目和其他商业化产品。 

（3）制剂 

    制剂产品包括抗感染类、心脑血管类、精神类和抗肿瘤类等。 

    公司在三大业务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市场优势： 

    （1）原料药中间体：近年来，随着公司安全环保、质量管理、技术支持的不断投入，公司产品已逐步在成本、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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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面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 

    （2）CDMO（合同研发生产服务）：公司CDMO业务具备“化学合成+生物发酵”双轮驱动的技术能力和“多客户、多产品”

的竞争优势，主要工厂都获得美国FDA、日本PMDA、欧盟认证通过，具备国际大药企合格供应商的资质。公司不断地在加大

CDMO研发上的投入，CDMO业务也实现了从原来的起始原料药加注册中间体为主的产业模式向以注册中间体加原料药为主的产

业模式转变。 

    （3）制剂：公司一直坚持“仿创结合”，仿制药寻求差异化，创新药寻求做临床价值，目标在抗感染、心脑血管、抗肿

瘤和精神类药物领域逐步发展优势品种，建立公司有中间体原料药、制剂一体化优势的品种，甚至包括一些技术难度较大的

复方制剂和缓控释制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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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7,879,672,743.47 7,210,711,386.14 9.28% 6,375,980,79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6,730,067.12 553,400,761.42 47.58% 370,561,02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1,196,908.38 529,730,823.18 30.48% 341,962,401.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9,526,132.55 1,360,066,190.36 -22.10% 832,821,083.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30 0.4696 47.57% 0.31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30 0.4696 47.57% 0.31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8% 15.66% 4.52% 11.6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7,494,787,957.34 6,522,585,923.42 14.91% 5,751,761,39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90,675,233.32 3,767,986,787.28 16.53% 3,345,260,0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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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874,078.71 2,290,893,982.11 1,818,826,572.53 2,069,078,11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733,354.57 274,737,928.11 200,647,150.94 186,611,63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43,523,814.30 257,814,197.67 154,566,164.78 135,292,731.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918,457.04 485,108,645.53 353,915,625.95 60,583,4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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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3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32,50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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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普通股股东总

数 

股股东总数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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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08% 330,941,729 0 质押 156,000,000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28% 156,552,903 0 质押 55,000,000 

横店集团康裕药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05% 59,560,488 0   

横店集团家园化工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0% 44,750,178 0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77% 32,664,016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2.03% 23,920,989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6% 21,894,567 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4% 21,700,00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65% 19,407,123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 深 

其他 0.98% 11,508,60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横店集团康裕药业有限公司、横店集团家园化工有限公司为关

联企业，与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构成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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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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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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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疫情挑战，给国际政治、经济、卫生健康

及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等诸多方面造成极大的影响。叠加药政改革不断深入，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进，新版《药品管理

法》及配套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等法规陆续出台，对医药行业未来的发展均产生深远影响。 

本报告期，面对严峻的疫情考验和复杂的经济环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紧紧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积

极采取应对措施，在努力做好防疫抗疫的同时，坚持深耕“绿色发展”，聚力科技创新，全面推进“四化”建设，深挖提质

增效潜力，圆满完成了公司年初制订的各项经营目标，不仅确保了营业收入的稳步增长，而且实现了经营业绩的大幅增长。

本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87,967.27万元，同比增长9.28%；实现净利润81,673.01万元，同比增长47.58%，再创公司历史最高水

平。 

2020年，公司凭借自身综合实力、品牌影响力及绿色制药等方面的优势，不仅获得了行业的认可，而且也收获了多项荣

誉。在工信部最新公布的“2019年度医药工业企业百强榜单”中列第46位，原料药进出口列第2位；米内网发布的“2019年

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系列榜单”中位列中国化药企业TOP100排行榜第21位；在由药智网、中国药业杂志社、中国药房联合发

布的“2020年中国CDMO企业20强”名单中位列第5名。本年度公司还成功入围浙江省第二批“雄鹰行动”培育企业名单，作

为医药化工龙头企业重点培育，为公司高质量、高效率创新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政策支持。与此同时，报告内，公司治理结构

不断完善，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公司在资本市场也保持了优异表现，市值实现稳定增长，并荣获了证券时报评选的“主板上

市公司价值百强企业”。 

（一）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1.CDMO业务高速增长 

经过近二十年的深耕细作与积累，公司CDMO业务具有“化学合成+生物发酵”双轮驱动的技术能力和“多客户、多产品”

的竞争优势，主要工厂都获得WHO、美国FDA、欧盟COS、德国GMP、日本PMDA等国际组织认证，现已成为多家国际大型药企的

战略供应商。公司持续加大CDMO的投入力度，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已跻身国内同行前列，并能为国内外大型创新药企提供高

效、全面、优质的一站式定制研发和生产服务。随着公司CDMO研发能力的不断提升，承接的新项目数量也明显增加。报告期

内，公司新报价CDMO项目有540个；正在进行的CDMO项目有200个，其中研发服务项目88个，商业化人用药项目74个，商业化

兽药项目25个，其他商业化项目13个。本年度项目数较去年同期增长40%左右，其中临床前及Ⅰ期、Ⅱ期项目增加较为明显。

另外，公司在保持国外CDMO业务正常发展的同时，国内CDMO业务也展现了突飞猛进的良好势头。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与国

内70余家创新药客户签订了保密协议，并已与部分客户开展了业务合作。 

本报告期，公司CDMO业务强劲增长，实现营业收入105,524.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14%；实现毛利率41.62%，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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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增加4.33个百分点。 

随着CDMO研发人员的不断扩充、上海CDMO新实验楼的投入使用以及流体化学实验室、高活性物质（API）实验室、两个

高活性药物车间、两个多功能CDMO标准化车间和四个原料药生产车间的陆续建成并投入运行，将进一步提升公司CDMO的研发

能力和生产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外客户的需求。 

2.原料药业务稳健增长 

公司原料药业务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和沉淀，积累了大量技术成果和人才资源，并建立了富有竞争力的质量、EHS和技

术三大体系，已在成本、质量、技术方面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2020年，虽然新冠疫情对国内外市场经济环境造成严

重影响，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但公司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全力抗击疫情的情况下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原料药业务仍保持了稳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593,108.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03%。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1）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及时组织召开

了多次专题会议，全面部署、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公司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全面生产，保证了原料药的稳定供应；（2）进一步

强化原料药研发队伍建设，引进高水平和短缺人才，提升研发实力，集中力量攻克重点项目，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和工艺线路；

（3）进一步强化营销队伍建设和业务素质提升，及时把握市场机遇，积极开发新客户，不断提高战略品种的市场份额和话

语权；（4）持续不断推进创新工作，积极开展“连续化、微型化、信息化、智能化”四化建设，通过工艺、工程的技术改进，

产能进一步扩大，生产效率不断提升；（5）强化购产销联动机制，及时传递相关信息，适时调整采购和销售价格，稳定生产

供应，最大限度地确保了企业效益。 

3.制剂业务受疫情有所影响 

公司制剂业务坚持“仿创结合”，致力于“成本优势型和高技术壁垒型”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原料药+制剂”一体化

优势，重点在抗感染、心脑血管、精神类和抗肿瘤领域发展优势品种。 

报告期内，公司制剂业务受新冠疫情和乌苯美司退出医保目录的短期影响，营业收入有所下降，但在药品一致性评价、

注册申报及临床试验等方面稳步推进。吲达帕胺片和阿莫西林胶囊通过一致性评价并获得生产批件，左氧氟沙星片以化药新

4类获得国家药监局注册批件（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安非他酮缓释片（150mg）获得美国FDA的ANDA申请批准；一类创新药

索法地尔顺利进入临床III期。随着药品的不断获批和逐步放量，公司制剂的产品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制剂的盈利能力将进

一步提升。 

（二）研发和项目申报情况 

公司根据企业发展战略，着眼于现有优势品种和新产品的产业延伸和结构化调整，对研发体系的组建进行了不断优化。

2020年，公司全年引进研发技术人员89人，其中博士、硕士35人，研发队伍不断扩大，研发能力持续增强。公司在本年度内

累计研发投入达3.55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4.51%，相比2019年增幅为4.55%。 

公司在研发方面坚持“仿创结合”，进一步优化仿制药和创新药产品的研发管线，加快国内外研发合作与平台布局，积

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拓展国际化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发展现状及中长期规划，有效有序推进各研发项目进程，积极

开展各项目的注册申报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原料药及中间体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7个国内外API的注册，22个API再注册，2个API获得PMDA批准，还获得1个EU 

GMP证书和2个CEP证书。多品种逐步进入收获期，并有部分品种进入国外新销售市场。 

制剂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142个制剂的再注册，吲达帕胺片和阿莫西林胶囊相继通过一致性评价并获得了生产批

件，左氧氟沙星片以化药新4类注册通过审评获得国家药监局签发的生产批件，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安非他酮缓释片新规

格（150mg）也获得了美国FDA的ANDA申请批准。以上多个产品的获批，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对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

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有着积极意义。 

创新药方面，公司一类创新药项目NEU2000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顺利启动了临床三期研究。 

专利方面，公司持续深化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和创新制度改革。报告期内，公司共递交发明专利申请13件，获得发明专利

授权4件。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拥有授权有效专利118件，其中发明100件，实用新型18件。 

（三）创新与效率提升情况 

创新和效率是驱动企业长远发展的第一动力。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坚持系统化、制度化地推进企业创

新工作和“连续化、微型化、信息化、智能化”四化建设，努力践行“健全创新科技、营造创新文化”的使命，聚焦工艺技

术、工程技术、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四大领域技术创新，并取得了部分开拓性的工作进展。 

公司举办了第一期自动化过程控制技术高级培训班，同时，与重要客户就连续化生产工艺开发、生产信息化建设，安全、

环保、分析方面的战略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另外，公司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合作共建了创新研究平台，借

力校企合作优势，建立起了长效合作机制，共同推进创新工作，推动公司医药制造向智能制造升级。 

（四）项目投资建设情况 

从行业发展来看，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和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全面推进，以及国内创新药和CDMO的爆发式增长，对企业产

品成本、质量以及安全环保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不断加强在研发端的投入和产能制造方面的改造和建设来满足未来

企业发展需求。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规划，公司持续加大了投资力度，并计划在多个厂区新建生产车间及附属设施。报告期内，公司共

立项项目76个。 

根据业务扩展需要，结合“四化”推进工作，公司新的技术能力正在建设中。（1）上海CDMO研发中心新增了3700平米实

验楼，预计2021年投入使用。届时将拥有实验面积逾6400平米的符合国际药物研发标准的实验楼。（2）公司建成了生物研发

平台实验中心，该中心涵盖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菌种实验室、发酵实验室、提取实验室、生物催化实验及分析实验室，可

进行高效生物催化剂的构建与筛选等多项技术研究和开发工作。（3）公司正在投资筹建分析测试中心，中心将配备LC-MSMS、

GC-MSMS、NMR和PXRD等多台高端精仪器设备，将承担起结构鉴定、基毒方法开发和验证等工作，并且能接受国内外所有客户

和官方审计认证。（4）为满足全球快速发展的创新药需求，及时把握CDMO发展机遇，公司还扩充了安全实验室、新组建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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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实验室、新建高活性物质（API）实验室，另外正准备新建两个高活性药物车间、两个多功能CDMO标准化车间和四个原

料药生产车间，进一步提升公司CDMO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外客户的需求。 

（五）质量和EHS体系建设情况 

质量和EHS体系建设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公司严格执行科学规范的GMP和EHS管理体系，全面

推进企业高质量、高效率、安全稳定生产。 

本年度，虽然国外现场审计受新冠疫情影响明显减少，但是国内外药政机构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却并未削弱。

国家局和省局飞行检查照常进行；美国FDA和欧盟多个药品监管机构则对国内药企更多采用了线上审计或者文件审查的形式。

下属各子公司共接受115次质量系统审计，其中，国内客户65次，国内官方27次，国外客户21次，国外官方2次。 

公司一贯非常重视安全环保体系的建设，自觉担当社会责任，积极推行清洁生产、精益管理、现场管理、基础管理等

现代化管理理念。通过对各项目持续不断地工艺改进、流程优化、装备提升，强化源头控制，有效减少了三废排放，切实提

高了安全环保治理水平，全面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优化企业绿色发展产业布局。公司通过第三方审计机构与国外重要客户

开展多场次EHS体系审计交流，且已投资8套RTO废气处理设施，总有机废气处理量达到20万m
3
/h，公司安全环保本质水平得

到了全面提升。 

（六）人才培养和储备情况 

根据企业发展需求，公司持续开展人才引进工作，重点引进研发、自动化等方面的人才，CDMO研发团队有了质的提升。

2020年度公司新招大学生270余人，引进高级人才博士5人，硕士52人。 

为提升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企业文化与精神，2020年公司内部设立了普洛学院。学院的课程设置

从实际出发，并结合各岗位具体工作需要，分别从行业发展、企业战略、精益管理、财务管理等多个角度出发，对学员们进

行了系统的培训，让学员们对企业发展运营有了更加切实的理解和认识，也为培育适应企业战略发展的管理干部提供有力支

持。 

本报告期，公司为了让新入职应届大学生能够尽快了解公司文化和企业生产运营情况，对他们开展了为期一年期的“辰

星培养计划”。本次培训旨在通过科学、系统、合理的入职培养，使应届生能够顺利实现角色转换，从知识型“准人才”转

变成真正的实用型人才，为企业未来发展储备骨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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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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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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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十三、24。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年1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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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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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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范围增加 

企业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上海普洛创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20 年 09 月 18 日 15,000,000.00 100.00% 

2、合并范围减少 

企业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成都邦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20 年 07 月 31 日 0.00 159,1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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