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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2021-007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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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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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999,939.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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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济药业 股票代码 00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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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彬先生 沈静女士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穴市江堤路 1 号 湖北省武穴市江堤路 1 号 

传真 0713-6211112 0713-6211112 

电话 17371575571（座机） 17371575571（座机） 

电子信箱 gjyystock@163.com gjyystock@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产品分为原料系列产品、制剂系列产品，其中：原料系列产品为医药级、食品级、98%饲料级、80%饲料级核黄素及

核黄素磷酸钠；制剂系列产品为口服固体制剂和大输液。公司主导产品维生素B2又称核黄素。维生素B2广泛应用于医药原料

药、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等领域，具有广泛的生理功能，可以在微生物和高等植物体内合成，而动物和人类则不能，必

须从食物中摄取，因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评价人体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的六大指标之一，其在临床医疗、饲料加工、食品

工业及化妆品制造等领域均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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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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688,169,323.

69 
731,340,517.

94 
731,340,517.

94 
-5.90% 

843,830,942.
08 

843,830,942.
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4,647,103.8
8 

86,943,194.9
2 

86,943,194.9
2 

-14.14% 
171,728,909.

16 
171,728,909.

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645,048.4
9 

51,022,090.0
1 

51,022,090.0
1 

-24.26% 
165,485,071.

01 
165,485,071.

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9,381,525.

89 

144,200,478.

39 

144,200,478.

39 
-17.21% 

231,438,796.

44 

231,438,796.

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32 0.3500 0.2841 -21.44% 0.6820 0.55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32 0.3500 0.2841 -21.44% 0.6820 0.55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0% 9.48% 9.48% -3.58% 20.77% 20.7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979,438,63

5.76 

1,766,508,42

1.42 

1,766,508,42

1.42 
12.05% 

1,693,288,03

7.08 

1,693,288,03

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73,075,55

3.04 

960,377,290.

08 

960,377,290.

08 
42.97% 

873,278,328.

61 

873,278,328.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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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21,305.86 205,274,810.16 172,055,407.70 177,417,79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43,999.35 32,190,665.69 28,872,283.56 26,828,15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643,297.98 35,849,927.33 27,868,411.69 -7,429,99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04,655.29 38,863,402.10 41,480,951.42 10,632,5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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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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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1,17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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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长江

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24% 
87,592,06

5 
   

武汉信用资

本运营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28% 

14,855,01

5 
   

盛稷股权投

资基金（上

海）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9% 8,998,388  质押 8,998,388 

#吴小莉 
境内自然

人 
1.50% 5,201,060    

#上海瑞尔房

产开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5% 5,028,702    

建信（北京）

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44% 5,005,213    

#缪朝晖 
境内自然

人 
1.01% 3,505,983    

张国明 
境内自然

人 
0.98% 3,403,303    

#吴绍豪 
境内自然

人 
0.81% 2,796,179    

俞立珍 
境内自然

人 
0.78% 2,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吴绍豪为上海瑞尔房产开发

有限公司母公司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但是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未知除湖北省长

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吴绍豪和上海瑞尔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外的其他七家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吴小莉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201,060 股，

合计持有 5,201,060 股；公司股东上海瑞尔房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541,090 股，合计持有 5,028,702 股；公司股东缪朝晖通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05,983 股，合计持有 3,505,983

股；公司股东吴绍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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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6,179

股，合计持有 2,796,17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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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经济运行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国内维生素市场竞争加

剧，生产经营环境和市场竞争局势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同时医药行业延续深化医改，市场监管日益趋严，产业升级加速，

医药行业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公司精心组织生产，采取了一系列增收节支、降本增效的应对措施，

但受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供求关系影响，公司主导产品价格及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出现下滑。 

2020年度维生素市场行情低迷，主导产品核黄素销售价格处于市场周期的低价格水平，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公

司坚持“原料为基、制剂联动、稳健扩张、协调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产品开发、市场份额、效

益优先为目标，以稳质、高产、降成本为主线，以创新和绩效为驱动，加强内部管理和资源优化相结合，强化计划引导，继

续在医药原料、新型制剂、多种维生素领域深度耕耘，加强与科研机构研发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提升公司研发

实力。同时，积极借助资本市场通道来加快企业高质量发展，上市20年来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首次通过证监会审核，成功募

集资金3.64亿元，实现了资本市场“零突破”。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8,816.9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90%；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464.7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14%。 

 

 2020年主要财务项目变动如下： 

项       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本期增减变动 变动幅度 附注 

营业收入 68,816.93 73,134.05    -4,317.12 -5.90% 注1 

营业成本 40,853.90 39,154.38 1,699.52 4.34% 注2 

税金及附加 1,300.10 1,570.89 -270.79 -17.24% 注3 

销售费用 2,850.92 4,370.79 -1,519.87 -34.77% 注4 

管理费用 11,000.71 12,640.30 -1,639.59 -12.97% 注5 

研发费用 3,877.12 5,377.41 -1,500.29 -27.90% 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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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3,715.29 3,161.71 553.58 17.51% 注7 

投资收益 3,216.99 -406.58 3,623.57 891.23% 注8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18.16 143.69 -125.53 -87.36% 注9 

    营业利润 9,683.76 9,887.01 -203.25 -2.06% 注10 

利润总额 8,814.84 9,989.65 -1,174.81 -11.76% 注10 

净利润 7,029.95 8,318.36 -1,288.41 -15.49% 注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64.71 8,694.32 -1,29.61 -14.14% 注10 

每股收益 0.2232 0.2841 -0.0609 -2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38.15 14,420.05 -2,481.90 -17.21% 注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82.27 -11,949.13 666.86  5.58% 注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13.83 -1,679.89 11,993.72 -713.96% 注13 

 

注： 

1、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主要系报告期内主导产品80%饲料级VB2的销售价格处于市场周期低价格水平所致； 

2、 营业成本同比上升，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将符合合同履约义务的运输费计入营业成本以及本年原料药销售数量增加

所致； 

3、 税金及附加同比下降，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相应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减少所致； 

4、 销售费用同比下降，主要系是根据新收入准则，将符合合同履约义务的运输费计入营业成本以及受疫情影响减少了宣传

促销展览费所致； 

5、 管理费用同比下降，主要系报告期内母公司停工损失同比减少及新冠疫情原因减免社保所致； 

6、 研发费用同比下降，主要系报告期内口服固体制剂产品工艺、质量及疗效升级研发已完成，本期投入减少所致；  

7、 财务费用同比上升，主要是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8、 投资收益同比大幅上升，主要系处置子公司武穴市三利制水所致； 

9、 资产处置收益下降，主要系本年处置设备比同期减少所致； 

10、营业收入同比下降，营业成本同比上升，导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同比下降； 

1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额同比减少，主要系报告期采用承兑汇票背书方式采购商品较上期大幅减少，导致购买

商品、提供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1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出额同比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入额同比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2020年公司主要工作成效： 

   

（一）积极创新提高经营水平 

1、工艺提升和新产品研发方面。一是进一步优化VB2产品的工艺技术，成功运用糖连消技术，提升VB2产品的发酵效

价和提取收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成功开发绿色有机VB2产品。二是完成VB6生产工艺技术改造，VB6医药级产品通过GMP

认证，成为全国第三家生产医药级VB6产品的厂家，增强VB6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三是提升VB12项目生物发酵和提取工艺技术。

四是整合现有科研机构和人力资源，新建广济药业生物研究院，确定了新产品立项规划，制定了近三年研发计划，加强创新

能力建设，加快技术成果转化。 

2、生产管理方面。一是做好生产精细化，以TPM精益化管理为抓手，降低维修费用。二是做好节能降耗工作，孟州公

司通过合理调度用气量节约耗能成本，全年节约用气400余万元。三是做好成本管控，合理安排原材料集中采购，降低生产

成本。 

3、行政管理方面。一是加强现金管理，积极筹措资金，降低财务费用，向多家银行申请优惠政策流动资金银行授信

10.93亿元。二是加强法规审计和商标管理，加强合同管理，对商标授权、备案等进行了严格管控。三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实行差异化分配薪酬，加大管理培训提升人员专业能力和岗位适配性。 

（二）加强销售原料与制剂并重。 

2020年克服新冠疫情，欧盟受限等诸多不利因素，一是采取积极有效策略加大原料销售力度，实现销量逆势增长的三

大突破：高含量核黄素产品销量同比增长22%，核黄素磷酸钠产品销量同比增长16%，绿色有机VB2产品实现出口回款，增加

业绩新增长点。二是将济得制药厂、济民制药厂与济康公司进行整合，形成“三济合一”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新局面，一方面

打造VB系列制剂产品，另一方面加大泮托拉唑钠肠溶片、拉呋替丁颗粒等主推产品销售。三是积极推进一致性评价品种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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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6片成功进入国家集采项目，三济实现销售收入1.03亿元。 

（三）加快资本运作和新项目建设。 

一是加快资本运作。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项目实现募集资金总额3.64亿元，用于高品质VB2和VB12新项目及环保升级

改造项目。二是建设完成年产1000吨高品质80%VB2项目建设，以满足欧盟等高端市场对VB2产品的新要求。三是加快VB12项

目建设，已完成主体工程桩基建设。 

（四）强化质量、安全、环保管理，严守企业发展红线。 

一是质量方面，做好质量体系管控与维护，按照GMP管理规范加强产品生产过程控制，通过ISO9001、ISO14001、

FSSC2200、HACCP、ISO22000、FAMI-QS体系认证，公司产品。二是安全方面，继续加强“双体系”建设，形成常态化管控，

定期实施安全检查和安全巡查、电气专项安全检查等。三是环保方面，强化环保目标责任制，加大环保投入，推动武穴、咸

宁、孟州三大生产基地达到环保标准。公司全年未发生质量、安全、环保事故。 

（五）强化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展现国企担当 

一是切实做好党建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落实下沉社区基本任务，实现了公

司与社区党建联建共建；二是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新冠疫情和洪灾时期向武穴市政府捐款225万元，响应扶贫攻坚战，

对扶贫点65名学生予以物资助学，全年支持扶贫农副产品39万余元；三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认真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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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系列产品 539,923,362.29 213,230,554.22 39.49% -2.63% -17.06% -14.81% 

制剂系列产品 109,027,978.59 45,259,748.04 41.51% -5.48% -23.45% -19.02% 

其他 37,960,789.89 20,604,653.10 54.28% -25.53% 12.86% 51.53% 

其他业务 1,257,192.92 535,378.79 42.59% -88.07% -89.96% -15.86% 

合计 688,169,323.69 279,630,334.15 40.63% -5.90% -17.71%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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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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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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统称

“原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

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指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

断标准，具体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三、（二十三）。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

信息不予调整，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9年12月

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1

月1日余额 

负债：    

预收款项 5,736,309.58 -5,736,309.58  

其他流动负债  659,929.42 659,929.42 

合同负债  5,076,380.16 5,076,380.16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9年12月

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1

月1日余额 

负债：    

预收款项 46,509,496.13 -46,509,496.13  

其他流动负债  5,350,650.00 5,350,650.00 

合同负债  41,158,846.13 41,158,8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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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与上期相比新增两家全资子公司、减少一家全资子公司，其中新增的全资子公司湖北济

得药业有限公司，成立的时间为2020年6月1日；新增的湖北广济药业生物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2020年8月12日；

减少的全资子公司为武穴市三利制水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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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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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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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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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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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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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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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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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