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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21-024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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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481,92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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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达威 股票代码 00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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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彦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阳光西路

299 号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阳光西路

299 号 

电话 0592-3781760 0592-3781760 

电子信箱 hongyan@kingdomwa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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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食品制造业（C14）。公司主要从

事营养保健食品原料、医药原料和营养保健食品终端产品的生产及销售业务。 

公司致力于服务大众营养健康，努力发展成为全球营养健康领域的先行者，已涉及的业务涵盖营养保健食品原料、医药

原料和营养保健食品终端产品。公司营养保健食品原料由子公司金达威维生素、金达威药业、金达威生物科技经营，主要产

品有辅酶Q10系列、维生素A系列、维生素D3系列、维生素K2系列、微藻DHA、植物性ARA等。营养保健食品终端产品主

要由美国子公司Doctor’s Best、Zipfizz、Vit-Best、日本舞昆、香港金达威控股以及境内子公司北京盈奥食品、金达威电子商

务经营，主要产品有膳食补充剂、能量补充剂、运动营养食品、功能性营养食品等。产品主要以软（硬）胶囊、片剂、粉剂、

软糖、条棒、口服液等形态进行销售，产品类型及包装规格丰富多样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平稳发展，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行业发展情况和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全球消费者保健品行业规模持续增长，美国市场规模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市场较为成熟，而我国市场虽起步

较晚于美国、日本、欧洲、澳洲等发达国家，但在经历了缓慢起步、迅速崛起、蓬勃发展、无序膨胀、信任危机、整盘复兴

等阶段后，目前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根据Euromonitor预计，2025年，我国消费者保健品行业规模有望达到624.01亿美

元且保持超6%的行业增长水平持续向阳发展。 

原料是营养保健食品质量的保证和基础。根据中国医保商会发布的《中国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发展报告（2020）》显示，

目前，从供给端来看，我国是全球膳食营养补充剂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国家之一，是全球最大的原料供应者，同时也是全球最

大的生产国，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在世界营养健康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我国在维生素、

氨基酸、植物提取物等膳食补充剂原料的生产及出口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在品牌运营方面，由于营养保健食品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诉求，全球营养保健食品市场较为分散，行业集中度较低。

在渠道流通方面，美国市场销售渠道主要以大众零售、膳食补充剂专营店/药店、线上购物为主，直销为辅。中国市场销售

渠道则是以药剂师/专业药房、线上购物、直销为主，膳食补充剂专营店/药店为辅。 

随时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跨境电商的兴起与国际保健品牌的进入使得电商在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市场中的重要性显著提

升。 

2、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是A股营养健康全产业链龙头企业，拥有各项专利121件，与多个高校进行产学研融合，获得“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称号，且旗下多家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公司采用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微生物发酵工艺生产辅酶Q10，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辅酶Q10生产

厂家之一，国内最大的辅酶Q10 出口企业；公司旗下多个品牌单品在美国亚马逊、 iHerb等电商平台、Costco、Sam’s Club

等会员店销量居前，国内跨境电商渠道也取得了较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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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4,406,641.70 3,191,784,933.45 9.79% 2,872,622,71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9,207,761.32 450,709,531.58 112.82% 687,251,34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0,300,299.27 392,910,787.80 124.05% 648,553,219.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7,849,312.92 918,380,174.29 5.39% 886,874,8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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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7 0.73 115.07% 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7 0.73 115.07% 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32% 15.24% 13.08% 25.6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5,152,669,515.78 4,698,547,098.55 9.67% 4,586,977,44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28,400,989.49 2,907,542,869.49 17.91% 3,018,549,7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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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482,633.30 807,961,190.24 960,303,519.66 935,659,29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938,511.15 277,787,884.13 299,541,606.52 164,939,75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8,237,078.29 241,942,695.72 295,959,520.01 134,161,005.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029,228.23 337,838,055.02 233,468,320.13 223,513,7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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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7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8,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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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金达威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34% 211,712,732 0 质押 68,860,000 

中牧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33% 131,469,593 0   

厦门特工开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3% 29,762,564 0 质押 15,000,000 

俞蒙 境内自然人 1.16% 7,142,432 0   

厦门金达威集

团股份有限公
其他 1.06% 6,547,1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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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6% 5,286,566 0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四组合 
其他 0.64% 3,920,000 0   

#郑丽雅 境内自然人 0.38% 2,366,600 0   

钱光海 境内自然人 0.32% 1,980,000 0   

#杨阳 境内自然人 0.29% 1,796,06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金达威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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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厦门金达威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11,712,732 股股份，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83,212,732 股股份，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8,500,000 股股份；公司股东郑丽雅持有

2,366,600 股股份，全部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东杨阳持有 1,796,061 股股份，

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70,300 股股份，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1,625,761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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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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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504,406,641.70     3,191,784,933.45   312,621,708.25  9.79%   

营业成本 1,673,214,813.61     1,674,792,523.91      -1,577,710.30  -0.09%   

销售费用 236,488,152.36      275,705,033.43   -39,216,881.07  -14.22%   

管理费用 315,190,693.90       282,237,976.99     32,952,716.91  11.68%   

财务费用       66,713,399.20        51,457,395.55     15,256,003.65  29.65%   

所得税费用     192,298,326.57      157,989,887.67     34,308,438.90  21.72%   

研发投入       73,710,013.24        65,809,806.28       7,900,206.96  1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67,849,312.92       918,380,174.29  49,469,138.63  5.39%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7,437.10      -279,144,328.95   279,046,891.85  99.97% 主要系收回理财产品增加

3.42亿元，购买理财产品减少

1.46亿元，取得子公司支付的

现金增加2.20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64,511,652.10      -472,097,112.33  -192,414,539.77  

 

-40.76% 主要系取得借款减少4.59亿

元，偿还债务支付减少1.13亿

元，分配股利及支付利息减少

1.64亿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259,445,497.18       172,123,178.36     87,322,318.82  50.73% 由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综合影

响所致 

其他收益       21,309,874.42        30,947,534.51      -9,637,660.09  -31.14% 主要系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减少  

投资收益       35,389,260.12       19,241,427.55     16,147,832.57  83.92% 主要系本期到期赎回的理财

产生的收益以及处置长期股

权投资产生的收益比上年同

期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5,373,758.12       30,537,836.23    -15,164,078.11  -49.66% 主要系持有的华泰瑞合基金

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4,420,056.36         -898,018.88       5,318,075.24  592.20% 主要系收回前期已计提坏账

的应收款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63,519,527.49      -319,941,364.06   256,421,836.57  80.15% 系本期计提的商誉和无形资

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收入       21,879,200.41       33,822,177.13    -11,942,976.72  -35.31% 主要系与日常经营活动无关

的政府补助比上年同期减少

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        7,311,369.71        2,750,099.79       4,561,269.92  165.86% 营业外支出增长主要系计提

的疫情期间部分产品断货补

偿金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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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 A 系列 749,559,365.43 568,240,092.81 75.81% 3.26% 3.43% 0.13% 

辅酶 Q10 系列 739,348,164.33 573,484,879.73 77.57% 35.93% 107.68% 26.80% 

营养保健食品 1,845,159,558.29 623,458,230.75 33.79% 9.36% 12.05%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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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04亿元，同比增长9.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9亿元，同比增长112.82%。

主要原因如下： 

1、辅酶Q10产品价格上涨，同时单位成本下降；  

2、营养保健食品销量和利润贡献增加； 

3、报告期内商誉减值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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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

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

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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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

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资产负债表期初数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15,774,712.75 -590,539.67 

合同负债 15,477,026.46 567,636.42 

其他流动负债 297,686.29 22,903.25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资产负债表期末数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22,438,998.58 -3,324,641.42 

合同负债 21,985,169.84 3,301,738.17 

其他流动负债 453,828.74 22,903.25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利润表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对2020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成本 64,592,349.94 23,409.43 

销售费用 -64,592,349.94 -23,409.43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公司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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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2020年合并期间 2019年合并期间 说明 

诚信药业 2020.12.11-2020.12.31 无 收购 

厦门金达威体育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无 2019.01-2019.06 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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