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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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四川华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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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川华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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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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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美药业 股票代码 3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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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丹 陈凤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杨柳路 2 号重庆市

科学技术研究院 B 栋 16 楼 

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杨柳路 2 号重庆市

科学技术研究院 B 栋 16 楼 

传真 023-67300327 023-67300327 

电话 023-67300382 023-67300382 

电子信箱 cuidan@cqlummy.com chenfeng@cqlumm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公司主要业务为医药制造。公司产品品种丰富，结构

合理，公司主要产品涵盖抗感染类、特色专科类（主要包括抗肿瘤药、消化系统药、肠外营养药）、大输液类、中成药及饮

片类等。公司重点品种如下： 

纳米炭混悬注射液（卡纳琳），唯一获得CFDA批准的淋巴示踪剂，卡纳琳连续三年荣获“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原研药、

专利药优秀产品品牌”、“2020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其他各科用药优秀产品品牌”、“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2019年-2021年）”等

多项殊荣。该产品具有良好的淋巴趋向性，达到淋巴示踪的目的；还可作为药物载体，将药物载入淋巴系统，达到淋巴靶向

治疗的目的。 

艾司奥美拉唑肠溶胶囊（莱美舒），首家上市国产艾司奥美拉唑口服制剂，国家医保品种，连续三年获得“中国化学制

药行业消化系统类优秀产品品牌”称号、2020年获“2020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原研药、专利药优秀产品品牌”荣誉称号、201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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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励办公室批准莱美舒获得“2019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优秀奖”，作为全新一代质子泵

抑制剂(PPI)具有快速、持久、稳定抑制胃酸及较高的Hp根除率。 

此外，公司主要产品还包括艾司奥美拉唑钠、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盐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丙氨酰谷氨酰

胺注射液、氨甲环酸氯化钠注射液、盐酸克林霉素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氯化钠注射液、五酯胶囊、西洋参等。 

（二）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建立了多层次的科研创新体系，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维度来构建公司后续核心品种。短中期内，公司主要借助

投资平台积极引进优质项目及创新技术，通过战略合作及股权投资等方式筛选符合公司发展需要的潜力产品和技术。公司技

术中心继续开展新药仿创科研工作，结合市场及公司实际情况重点开展优势细分领域产品开发工作，进一步丰富公司细分领

域产品组合，提升公司在该领域竞争力。中长期内，公司坚持自主研发创新的路径，重点推进子公司瀛瑞医药开发的卡纳琳

后续升级产品，如纳米炭铁等；康德赛开发自主研发如细胞免疫疗法或其他个性化创新医疗技术等产品。此外，公司通过发

起设立产业基金方式布局细分领域投资标的和创新技术，积极寻求商业合作先机。 

2、生产模式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组织生产，确保药品质量和药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公司生产部负责制定生产计划，并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保证生产操作过程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对生产过程负责。公司质量部负责药品生产全过程的质

量监督，对原辅料、半成品和成品进行质量检验，确保生产药品符合质量标准。公司采供部负责原材料和包装物的准备工作，

确保满足生产计划的要求。 

3、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工作主要由采供部负责，采购与公司生产相关的物料，主要包括原材料、包装材料等物料。采供部根据生产

部的年度及月度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发生采购需求时，以前期的市场调查为基础，通过报价、询价、还价等谈判过程，

在符合要求的供应商名单里筛选并确定采购单位，签订采购合同。采购员对采购合同执行的各个环节进行严密的跟踪、监督，

从供应商确认订单、发货、到货、检验、入库以及使用情况等，实现全过程管理。 

4、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业务为药品生产及销售，根据产品特性设立了新业务事业部和化药事业部。新业务事业部负责全面推广重点产

品卡纳琳。化药事业部下设消化发展部、招商发展部两个销售部门，消化发展部主要负责推广重点产品莱美舒，招商发展部

主要负责推广抗感染类等普药类产品。公司销售团队与国营、国资和上市的大型商业公司合作，销往医院及各级销售终端。 

为顺应医药行业政策改革的趋势，公司加大对重点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开发院外OTC终端市场，不断提升相关产品市

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强对终端市场的掌控力，深入有序的开展市场拓展活动。同时，公司集中核

心资源围绕战略发展规划，以抗肿瘤、消化道、抗感染等优势细分领域为基础，积极引进新产品和新技术，打造甲状腺疾病

领域头部企业。 

（三）报告期内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158,352.99万元，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4.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2,676.50万元，2020年度业绩亏损主要受资产减值、开发支出转费用化、新冠疫情和期间费用等综合因素影响。受疫情影

响，公司重点产品卡纳琳及莱美舒第一季度销量有所下滑。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公司加大终端市场开发力度，加快建

设OTC营销渠道，开启便民药房推广模式，通过“院外+院内”双引擎销售模式降低因新冠疫情对莱美舒的销售冲击。随着各

大医院各科室逐步开放，卡纳琳凭借多年来的临床应用基础和在其他适应症领域的拓展，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后续公司

将专注于上述优势细分领域，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打造甲状腺疾病领域头部企业，进一步做精做强，促进公司业绩的稳定增

长。 

（四）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化学制药行业迎来发展机遇。但近年来医药行业发生了深刻变

化，医疗行业大医保时代来临，如带量采购、按病种付费、限制辅助用药等各项行业政策频出，医药行业竞争加剧，上述政

策都深刻影响企业的生产、销售、研发，医药企业迎来创新驱动发展时代，技术创新能力、商业模式创新等核心竞争力成为

医药企业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公司作为以化学制药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将准确把握所属行业发展趋势，根据政策和市场变化

情况做好产品布局，聚焦优势细分领域，加快技术创新，优化商业模式，不断提升行业地位和市场竞争力，力争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赢得发展先机。 

公司经历20年发展获得行业高度认可，2019年被工信部认定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荣获“中国成立70周年医药产

业优秀企业光荣榜--标杆企业”，2019年、2020年公司及公司多个产品在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年度峰会连续荣获“中国化学制药

行业工业企业综合实力百强”、“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原研药、专利药优秀产品品牌”、“中国化学制药行业消化系统类优秀产品

品牌”、“中国化学制药行业血液及造血系统类优秀产品品牌”、“中国化学制药行业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和矿物质、营

养补充类优秀产品品牌”、“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其他各科用药优秀产品品牌”、“中国化学制药行业环保、绿色制药特设奖”等

多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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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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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583,529,913.64 1,859,010,759.50 -14.82% 1,562,367,03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6,764,955.68 -155,198,173.55 不适用 98,003,31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0,079,446.27 -187,688,904.45 不适用 42,888,93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539,200.06 231,298,140.63 -2.92% 225,885,520.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23 -0.1911 不适用 0.12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23 -0.1911 不适用 0.12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81% -9.63% 不适用 5.6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147,802,975.26 3,501,431,031.13 -10.10% 3,140,777,67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1,321,390.83 1,555,993,911.39 -24.72% 1,699,542,79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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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566,119.17 350,049,727.98 473,005,669.01 511,908,39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19,669.51 16,255.33 8,648,250.43 -327,309,79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57,345.09 -13,151,424.76 -1,499,424.50 -342,371,25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4,424.68 91,741,542.77 113,520,490.85 17,002,7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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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3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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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宇 境内自然人 22.70% 184,340,000 0 冻结 184,340,000 

西藏莱美医药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95% 48,305,376 0 冻结 48,305,376 

广西梧州中恒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47% 36,314,953 0   

#镇江润丰投资

中心（有限合
境内自然人 3.16% 25,628,0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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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唐洪梅 境内自然人 1.34% 10,897,155 0   

朱丽华 境内自然人 1.18% 9,560,000 0   

#于范易 境内自然人 1.03% 8,349,000 0   

#江文亮 境内自然人 0.92% 7,483,000 0   

郑伟光 境内自然人 0.81% 6,576,467 0   

#杨海涛 境内自然人 0.62% 5,061,38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西藏莱美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为邱宇独资公司，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前述情况

外，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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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了一定影响。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秩序加快恢复，

公司在确保员工身体健康的同时，努力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尽量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报告期内，公司在经营方面顺应形

势、抓住机会，通过线上、药房等多渠道营销方式推广公司产品，拓展目标市场；公司通过“表决权委托和发行股份方式”

引入国有控股股东中恒集团，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对不符合发展战略的资产进行处置，进一步夯实优势领域可持续增长

的基础，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下实现公司优化发展；公司加快推进创新技术的开发进度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储备具有核心竞争

力品种。 

受疫情影响，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84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8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7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引入国有控股股东，完成董事会改选，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2020年1月20日，公司股东邱宇与中恒集团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邱宇将其直接持有公司的全部股份所对应的表

决权独家且不可撤销地委托中恒集团行使。2020年3月23日，广西国资委出具《自治区国资委关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关于中恒集团收购莱美药业的方案；2020年4月7日，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决定对中恒集团通过合同及股份收购方式取得莱

美药业的控制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中恒集团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邱宇与中恒集团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正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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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中恒集团成为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广西国资委。 

2020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9名董

事组成，其中5名董事由中恒集团提名。本次公司引入国有控股股东，不仅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

内控管理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还有利于进一步充实公司资金实力，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地发展。 

2、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为实现公司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拟向中恒集团、南宁中恒同德医药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西广投国宏健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总计不超过243,670,000股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8,433.15万元，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偿还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为公司业务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0 年11月11日出具了《关于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

告知函》，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

息披露要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2月7日作出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公司向三名特定对象

合计发行的243,670,000股股票已于2021年3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一方面稳定了中恒集团的控股股东地位，另一方面认购对象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优

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同时，本次公司与中恒集团的战略合作，中恒集团将充分调动优质产业资源，更好地支持公司业务发

展，提升公司在甲状腺疾病领域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公司以抗肿瘤、消化道等细分优势领域为基础，打造甲状腺疾病领域头

部企业。 

3、聚焦优势细分领域，提升优势产品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全国大部分医院的门诊量、住院量在疫情期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下滑，除抗疫药品外，医疗

机构使用的处方药、专科药等均因医院患者流量的减少而下降。受疫情影响，公司重点产品卡纳琳及莱美舒第一季度销量有

所下滑。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公司加大终端市场开发力度，加快建设OTC营销渠道，开启便民药房推广模式，通过“院

外+院内”双引擎销售模式降低因新冠疫情对莱美舒的销售冲击。随着各大医院各科室逐步开放，卡纳琳凭借多年来的临床应

用基础和在其他适应症领域的拓展，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产品卡纳琳（通用名：纳米炭混悬注射液）经过多年深耕培育，其临床价值获得市场高度认可。受

疫情影响，公司通过线上开展一系列产品活动，增加客户粘性，扩大产品的影响。卡纳琳在甲状腺领域、乳腺、胃肠、妇科

肿瘤等多领域获得了临床专家共识，学术机构及市场对公司产品的临床价值和市场价值的高度认可。同时，公司通过优化组

织结构，明确岗位职责，完善人员配制，优化销售人员绩效考核、专业技能和知识提升等方式进一步提升营销人员业务水平。

凭借其临床和市场地位，卡纳琳连续三年荣获“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原研药、专利药优秀产品品牌”、“2020中国化学制药行业

其他各科用药优秀产品品牌”、“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2019年-2021年）”多项殊荣。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重点产品莱美舒（通用名：艾司奥美拉唑肠溶胶囊）多层次医院的开发力度，开拓院外OTC

终端市场，灵活运用包括线上学术推广、线下培训等更为适应当下形势的线上营销方式，扩大客户覆盖面，降低营销费用，

降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莱美舒品牌美誉度和行业地位不断提升，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化学制药行业消化系统类优秀产

品品牌”称号、2020年莱美舒获“2020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原研药、专利药优秀产品品牌”荣誉称号。 

4、以疾病为赛道，拓展新业务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重点产品卡纳琳搭建的甲状腺疾病健康管理平台，已有多家甲状腺疾病管理中心投入使用，对患者

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并通过健康管理平台实现了基因检测、PTH等产品的销售。目前公司正在与第三方合作开发甲状腺疾病

保险产品及引进AI检测产品，未来公司还计划为该平台陆续引进相关产品，包括甲状腺药品、器械、营养强化剂、医疗美

容产品等，逐步打造甲状腺疾病领域头部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与爱尔眼科设立的合资公司湖南迈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共同联合开发的硫酸阿托品

滴眼液已于2021年初获批。近年来青少年近视问题备受社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眼科市场空间较大，湖南迈欧积极协同长沙

爱尔眼科医院制剂室做好硫酸阿托品滴眼液上市前生产准备工作，以满足临床和患者用药需求。同时，公司继续借助爱尔眼

科医院院内体系开发或引入干眼症、眼底黄斑病变等一系列眼科药品及护理产品，逐步的形成丰富的眼科用药产品集群，形

成医药工业价值和终端渠道价值的高效配合。  

5、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坚持自主研发和科研创新夯实产品储备 

公司已建立了多层次的科研创新体系，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维度来构建公司后续核心品种，持续开发优势细分领域

战略产品、坚持自主开发创新产品和先进医疗技术、科研创新引入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品和先进技术。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自主研发创新的路径，推进子公司瀛瑞医药开发卡纳琳后续升级产品，如纳米炭-铁、果胶-阿

霉素等，报告期内瀛瑞医药纳米炭铁项目已完成成药性研究，正在进行CMC研究和药代安评实验；果胶阿霉素项目已确定

小试工艺路线；子公司康德赛通过开展海外创新技术在国内的二次开发、临床试验等工作，自主研发基于自体免疫细胞的个

体化创新性细胞治疗产品。用于治疗晚期卵巢癌的DC细胞疫苗已完成药学研究，其探索性临床研究已通过四川大学华西第

二医院伦理审批。 

报告期内，公司技术中心继续开展新药仿创研发工作，结合市场实际情况及公司战略重点推进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伏立康唑片等品种的开发进度。同时，公司积极引入优质项目，布局消化道领域优势产品，提升公

司在消化道领域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药品注册和一致性评价工作，取得了甲泼尼龙琥珀酸钠药品注册批件和注

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药品注册证书。 

报告期内，国家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印发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2020年）> 的通知》（医保发[2020]53号）（以下简称“医保目录”），公司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和注射用甲泼尼龙

琥珀酸钠两个产品被纳入《医保目录》，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纳入《医保目录》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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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公司药品通用名称 药品分类代码 
药品 

分类 
编号 剂型 

医保 

分类 

1 
埃索美拉唑（艾司奥

美拉唑）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

唑钠 
XA02BC 质子泵抑制剂 ★（16） 注射剂 乙 

2 甲泼尼龙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

珀酸钠 

 

XH02 

 

全身用皮质激素

类 
★566 注射剂 乙 

6、推进资产处置事项，聚焦主业优化资产结构 

报告期内，为避免中恒集团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产生同业竞争，更好地配置公司资源、提高资产运营效率，集中核心资

源围绕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打造甲状腺疾病领域头部企业，公司终止对部分项目的投资并对可能产生同业竞争问题以及不符

合未来战略规划的子公司股权及资产进行处置。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退出发起设立爱尔健康保险公司、减少泸州久泽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投资额、终止设立知识产权基金。 

报告期内，公司委托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公开挂牌转让湖南康源100%股权、禾正制药100%股权（含其全资子公司

禾正生物、莱禾医药）、莱美健康60%股权和莱美金鼠70%股权。鉴于多次公开挂牌转让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公司对资产

处置方案进行调整，对待处置的子公司股权资产按单个主体进行相应处置，不再整体公开挂牌出让，处置方式包括不限于：

协议转让子公司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出让控股权、与第三方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出售、出租子公司资产等。 

截至目前，公司已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处置了禾正制药100%股权、莱美金鼠70%股权、莱美健康60%股权，以及通过签

署《承包经营协议》的方式，由湖南艾丁格尔科技有限公司对湖南康源实施整体承包经营。 

7、强化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投资者关系，提升资本市场形象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执行股东大

会决议，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积极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良好形象。报告期内，完成新一届董事会、

监事会改选，并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重庆市证监局组织的多场现场培训活动，提高其履职能力，切实发挥独

立董事作用，独立董事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严格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参加重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举办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现场调研活动、路

演活动、电话会议、互动易投资者关系平台、接听投资者热线等多种方式加强与投资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公司在严格遵守信

息披露制度的前提条件下，与公众投资者保持良性互动并根据交易所规则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同时，董事会还积极

处理来自监管部门和广大股东对于公司的关注和质询，客观及时地回复来自资本市场的问询，妥善处理公共关系，维护公司

良好的市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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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输液类 166,671,878.91 77,944,845.08 53.23% -11.78% -6.78% -2.51% 

特色专科类 1,007,881,666.93 252,301,478.55 74.97% -6.85% 11.53%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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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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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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 

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

议案》 

详见其他说明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影响: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7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

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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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年初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受影响的项目及金

额如下：  

①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合并）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减值影响 小计 

预收款项 36,622,741.50 -36,622,741.50  -36,622,741.50  

合同负债  32,416,112.83  32,416,112.83 32,416,112.83 

其他流动负债  4,206,628.67  4,206,628.67 4,206,628.67 

②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母公司）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减值影响 小计 

预收款项 3,790,376.20 -3,790,376.20   -3,790,376.20   

合同负债   3,354,315.22   3,354,315.22 3,354,315.22 

其他流动负债   436,060.98   436,060.98 436,060.98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本期无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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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5月29日公司与汪徐共同设立爱甲专线，其中公司认缴3,000万元，占总认缴额的60%，汪徐认缴2,000万元，

占总认缴额的40%，爱甲专线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从2020年6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2020年09月28日公司设立独资子公司药花飘香，药花飘香自2020年12月起发生业务及相关账目，公司从2020年12月

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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