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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71                           证券简称：回盛生物                           公告编号：2021-016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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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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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总股本

110,507,01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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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盛生物 股票代码 3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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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凯杰 李杏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张柏路 218 号 武汉市东西湖区张柏路 218 号 

传真 86-027-83235499 86-027-83235499 

电话 86-027-83235399 86-027-83235399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电子信箱 hvsen@whhsyy.com hvsen@whhsy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以“致力动保科技，提升生命质量”为使命，主要从事兽用药品（包括化药制剂、原料药、中药制

剂）、饲料及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创始人张卫元先生秉持“一生做好一件事”的理念，公司自设

立以来专注于兽药领域，拥有丰富的兽用化药制剂及核心原料药生产线，截至 2020 年末已取得兽药批准

文号 144 个。公司以猪用药品为核心，已涵盖抗微生物、抗寄生虫等各类药品，“猪生病，找回盛”已在行

业内建立起较高知名度。同时，公司也在家禽、水产、宠物、反刍等其他药品领域进行了拓展，进一步丰

富了产品结构。公司已与正邦科技、新希望、双胞胎、天邦股份、中粮肉食、正大集团、扬翔集团、圣农

发展、力源集团、立华股份、海大集团等国内知名农牧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根据中国兽药协会发

布的《兽药产业发展报告（2018 年度）》，兽用化药制剂领域前 10 名企业年销售额门槛为 3.11 亿元，公司

2018 年度收入已达 4.22 亿元，稳居兽用化药制剂国内市场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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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458,548.09 427,217,126.05 81.98% 421,874,23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156,108.11 68,766,353.89 118.36% 71,401,57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012,277.87 62,583,369.35 122.12% 67,335,032.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349,261.08 105,241,482.47 -54.06% 21,095,638.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3 0.83 96.39% 0.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3 0.83 96.39% 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8% 19.37% 1.01% 29.2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752,225,832.51 650,080,634.34 169.54% 466,595,70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79,150,114.50 378,281,485.59 264.58% 324,515,1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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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02,023.52 151,821,386.19 209,552,955.79 281,082,18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323,579.17 27,241,633.86 44,378,649.63 53,212,24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25,049,336.92 26,619,541.45 39,132,362.40 48,211,0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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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85,760.37 10,766,679.55 21,211,795.44 5,085,0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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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8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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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统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95% 55,200,000 55,200,000   

梁栋国 境外自然人 7.96% 8,800,000 8,800,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34% 5,898,560 5,898,560   

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1% 4,101,440 4,101,440   

湖北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0% 3,539,120 3,539,120   

武汉红土创新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3% 2,460,880 2,460,880   

厦门中南弘远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 2,245,614 2,245,614   

湖北高长信新材料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561,404 561,404   

刘学力 境内自然人 0.17% 188,000 0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16% 173,21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卫元、余姣娥为夫妻关系，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分别持有控股股

东武汉统盛 72.08%、13.35%的股份。前 10 名股东中，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红土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和武汉红土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武

汉红土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引导设

立的专业投资公司；股东武汉统盛投资有限公司、梁栋国、厦门中南

弘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湖北高长信新材料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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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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2020 年度，公司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发展动力依然强劲，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实现了高速增长，产品市

场占有份额得到了快速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7,745.8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9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15.6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8.3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01.2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2.12%。 

（二）报告期内主要工作 

1、坚持技术驱动战略，稳步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 

公司将核心制备技术以及严格的质量管理措施应用于产品生产中，主要产品均符合高效、低毒、低残

留的市场需求。公司积极拓展兽用中药制剂领域，公司开发的中兽药新产品“卫免”成功推向市场，该产品

对蓝耳病、猪瘟、伪狂犬和圆环疫苗具有显著的免疫增强作用，可快速提高疫苗免疫后的抗体水平，延长

高水平抗体的维持时间，可修复受损的免疫机能。同时公司也在家禽、水产、宠物、反刍等其他药品领域

进行了拓展，进一步丰富了产品结构。针对宠物用药的快速发展，公司积极布局宠物药市场，目前已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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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马波沙星原料及制剂两项宠物用新兽药证书，另有多项宠物用新兽药在研项目。公司坚持集团客户与渠

道经销“双翼齐飞”战略。2020 年，集团客户实现销售收入 43,204.09 万元，较 2019 年增长 112.68%；渠道

客户实现销售收入 30,578.32 万元，较 2019 年增长 53.64%。 

2、推进科研体制改革，技术创新实力不断增强 

深化科研体制改革，优化研发组织架构，围绕项目激励与评价、薪酬绩效管理、专业技术人员晋升通

道、人事管理等方面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开展湖北省创新战略团队的持续建设工作，获批 A 类战略创新团

队。硬件条件不断改善，报告期内添置 1 台用于兽药残留痕量检测的 Waters 液相质谱-质谱联用仪。扎实

推进 CNAS 和 GCP 实验中心建设，2020 年末已通过 CNAS 文审。全年获授权发明专利 6 项，获新兽药证

书 2 项（加米霉素注射液、土苓茅根颗粒），二类新药“泰地罗新”原料及注射剂提交申报并于 2021 年 1 月

获得新药证书。在研新药 25 项均有序推进，其中头孢泊肟酯片及及阿莫西林干混悬剂已于 2020 年底完成

申报资料提交，4 个新药项目进入临床研究，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积极开展新药成果转化，推进校企产

学研深度合作，同国内知名高校院所签订 7 项合作合同。 

3、强化产品质量管理，回盛品牌效应彰显 

不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公司生产效率。公司始终秉承“细节决定品质、质量铸就尊严”的理念，从物

料供应到产品销售各环节强化管理，严把质量关，产品合格率 100%。全面升级质量体系管理制度，修订

文件达到 806 份，为新版 GMP 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集团客户多次现场审

计，取得了客户高度认可。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在创业板成功上市，成为全国首批创业板注册制上市

企业，规范的公司治理，公开、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使公司品牌大幅提升。 

4、构建科学管理体系，人才梯队建设再上新台阶 

开展薪酬与绩效改革，使薪酬绩效体系更加公平化，更加具有竞争性、激励性、科学性。在绩效体系

设计上，建立科学的 KPI 指标体系，强化绩效沟通与绩效改进环节，打造公平竞争、能上能下的绩效文化。

高度重视人才储备和培养，努力搭建素质优良、层次合理、专业匹配的人才队伍，以有效支撑公司的战略

布局和业务发展需要。坚持内培外引，筑牢人才之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职员工同比增长 41%；培训

工作扎实推进，报告期内共开展培训 50 余场，人才队伍素质不断提高，有效提升了研发、生产、销售和

质量等环节的专业水平。 

5、加快智能制造步伐，工业化水平提档升级 

信息化建设卓有成效，公司自主开发了研发项目管理系统、销售辅助管理系统，并与市面主流 IT 厂

家合作推进了采购协同管理、生产管理、成本核算等业务系统的上线，有效提高了企业管理的数字化水平

和工作协同效率。智能化工厂建设稳步推进，已经完成联合生产车间净化工程、立体库设备安装、自动生

产线设备安装及配套软件 WMS、MES 的实施等工作，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工艺验证。湖北回盛中药

提取车间已经封顶，预计 2021 年上半年投料试车，年产 160 万吨泰万菌素生产线于 2020 年 1 月顺利投入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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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勇担社会责任，提升员工幸福感 

疫情期间，武汉“封城”，湖北“封路”，公司生产经营和员工生活均面临巨大挑战。公司勇于承担社会

责任，保障所有员工收入来源不中断。全体员工众志成城，克服万难，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打赢了生产物

流保卫战，提升了团队凝聚力。持续深化企业文化活动建设，提高员工文化认同感。始终致力提升员工福

祉，员工人均薪酬较去年同期增长 22%，员工归属感显著增强。通过发放交通补贴、提供工作服装、提升

菜品质量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员工福利和改善员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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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用化药制剂 628,029,682.08 241,784,959.16 38.50% 88.00% 88.2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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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

22 号），要求在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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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按要求实施上述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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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期末相比，报告期内，因全资子公司湖北回盛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应城回盛，应城回盛已依法

注销。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本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中“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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