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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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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实现

净利润236,081,657.38元，其中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2,819,966.23元，提取盈余公积金

75,342,559.83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273,553,406.97元，减本期对 2019年利润分配

205,512,522.24元，减其他权益工具利得5,091,294.69元，2020年度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

2,550,426,996.44元，公司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977,649,609.20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公司法》《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

规定的决定》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利分配拟以2020年末总股本扣除库存股后

3,425,208,704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86元（含税），向股利分配股权登记在册的全

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294,567,948.54元（含税）。2020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方可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恒集团 600252 梧州中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焦明（代） 赵丹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100号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100号 

电话 0771-2236890 0771-2236890 

电子信箱 zh600252@126.com zh60025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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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中恒集团以医疗医药健康领域的传承与创新为责任，以提升人类生命质量体验为发展使命，

提升人们生活品质，传承健康文化，提倡医养结合，造福社会大众。中恒集团是一家以医药制造

为核心主导产业，涵盖医疗防护、食品制造、医药研发、医药流通、中药材产业等领域的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可分为医药及医疗防护用品制造、食品制造、中药材种植及医药流通等板块。各业

务板块的经营主体及情况如下： 

① 医药及医疗防护用品制造板块 

公司的医药制造板块已形成“中药-化学药-生物医药”三位一体发展格局。 

公司旗下的梧州制药主要从事中成药生产制造业务。梧州制药在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已成

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型制药企业，梧州制药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中国医药制造业百强企业、国内心脑血管中药注射剂代表性生产企业之一。公司的主要产品

有注射用血栓通（冻干）、中华跌打丸、妇炎净胶囊、结石通片、炎见宁片、安宫牛黄丸、蛇胆川

贝液、荧光素钠注射液等，并拥有“中华”、“晨钟”等著名商标。产品治疗范围囊括了心脑血管、

神经内科、内分泌、骨科、眼科、妇科、儿科、呼吸、泌尿系统、保健等领域。其中注射用血栓

通（冻干）为心脑血管疾病用药，是梧州制药的核心医药品种,中华跌打丸为梧州制药原研生产，

国家发明专利产品，为国家药典品种。 

公司 2020 年并购的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006.SZ）是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公司通过直接持有股份和接受表决权委托形式控制莱美药业。莱美药业主要产品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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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美药业重点产品有纳米炭混悬注射液（卡纳琳）、艾司奥美拉唑肠溶胶囊（莱美舒）等，

此外，还包括艾司奥美拉唑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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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曲南、葡萄糖注射液、氯化钠注射液、五酯胶囊、西

洋参等。 

为打造广西（国家级）应急医疗物资保障基地，公司自 2020年初涉足医疗防护用品制造领域，

公司旗下广西中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现已建成两个 10 万级洁净口罩车间，已投入口罩生产线 10

条，同步投入防护服、额温枪等生产线，主导建设的应急医疗物资保障基地被纳入 2020年第二批

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 

② 食品制造板块 

中恒集团旗下的双钱实业专业从事龟苓膏、龟苓宝、龟苓膏粉、六堡茶、坭兴陶、即食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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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和固体饮料，双钱实业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企业。从 1993年创建至今，

双钱实业不断发展壮大，开创了龟苓膏现代化生产的先河，成为龟苓膏产品工业化的先驱，在全

国首创了“双钱”牌易拉罐装龟苓膏和塑料碗装龟苓膏。双钱实业在传承和发扬梧州龟苓膏的历

史文化中，成功培育了梧州龟苓膏中的正宗品牌——“双钱”牌，其主导产品“双钱”牌龟苓膏

连续荣获“广西名牌产品”称号；2007年被评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 年双钱实业主持

申报“梧州龟苓膏”，被批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08 年双钱龟苓膏获梧州市

政府批准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2010年双钱龟苓膏获首届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览会银奖；2011年荣获第一届广西名特优农产品交易会产品金奖，同年，“双钱”商

标荣获“中华老字号”称号，2020年双钱实业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 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③ 中药材种植板块 

2019年，中恒集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倡导“中

医药企业自建或以订单形式联建稳定的中药材生产基地”的要求，以产业扶贫为切入点，积极探

索现代农业生产新技术与中药材种植相结合，在梧州藤县金鸡镇投入近八千万元打造 3000亩中药

材种植产业扶贫创新示范基地。种植凉粉草、苦玄参、广金钱草、百部、五指毛桃、两面针等近

20余个品种，并用 3到 5年时间将中药材种植面积发展到 3万亩以上，争取创建国家级中药材标

准种植、科技创新及产业扶贫示范区；同时建设中药材加工、仓储、物流及贸易基地，推动集团

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最终打造形成 10亿元规模的中药材产业群，为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做

出贡献。 

④ 医药流通板块 

2020年公司依托控股子公司广西广投医药有限公司，组建了以西药、中药和医疗器械批发、

物流配送、零售连锁以及第三终端为核心业务的医药流通中心，目前广投医药已与国内近 3000

家知名药品生产厂家、药品经营企业及医疗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并与广西区内 80%以

上二、三甲综合医院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在广西区内 14个地级市中均建立了比较健全的销

售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广投医药还被列入广西主要“军民融合”医药企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部战区储备和配送药品、医疗器械。 

（2）经营模式 

① 采购模式 

梧州制药主要原料为三七、苦玄参、五指毛桃等中药材，通过在全国各地建立中药材种植基

地以及可追溯体系，满足大部分中药材的需求，其他原辅料，则采取对外采购的形式。 

莱美药业主要产品以化药制造为主，原材料以外采为主。全面实施以品质、技术、价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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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主的采购策略，通过供应商管理机制，对供应商实施发展培养、优胜劣汰的策略，引入优质、

具有竞争性供应商，保障原料供货稳定及质量提升。 

② 生产模式 

梧州制药采取的是“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莱美药业主要由生产部负责制定生产计划，保障市场供应，保持合理库存。生产部门按照法

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保证生产环境、生产全过程符合 GMP 的规范要求及公司各类生产标准，并

由质量中心对产品生产的全过程进行严格的全方位监控。 

③ 销售模式 

公司根据不同的产品、主要的流通渠道和业务方式采取不同的销售模式。 

梧州制药主要销售模式有直营推广模式、代理销售模式等。 

莱美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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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钱实业主要销售模式为经销代理、社区社团、特通团购和线上网销以及线下直营店。 

④ 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梧州制药一方面通过及时调整产品学术策略、加强与代理商共管模式，大力拓展血栓通市场，

使血栓通顺利加入县级医疗机构临床路径；另一方面突破普药营销思路升级产品包装，不断拓宽

产品销售渠道。 

莱美药业主要业务收入来源于卡纳琳、莱美舒等抗肿瘤、消化道领域重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双钱实业通过终端试吃拉动、买赠促销、客户搭赠促销和线上广告等形式，进行消费者引流，

加强产品销售。 

（3）行业情况 

① 行业发展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8%，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0.8%。生产和销售稳定恢复，为利润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2020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64,516.1亿元，比上年增长 4.1%。 

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210 元，比上年名义下降 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

降 4.0%。其中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1,843元，下降 3.1%，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8.7%。 

② 行业周期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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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需求刚性较强，与宏观经济的相关度较小，行业周期性较弱。影响医药需求的因素

主要是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医药市场需求也将不断扩大。在消费不断

升级、群众对健康保健更加重视，以及其医疗可支付能力得到提升的背景下，未来几年中国医药

医疗市场的需求也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③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以医药制造业为核心主导产业，涵盖医疗防护、食品制造、医药研发、医药流通、中

药材产业等领域的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具备领域优势和产品优势，经营风格稳健，盈利

能力显著。现已形成完整的医药产业链经营模式，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公司医药

制造业位居中国制药工业百强企业名单，在行业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及忠诚度，为中国

医药工业百强企业、广西龙头药品生产企业。“中华”牌也成为了现今我国医药领域唯一的一个获

准使用的“中华”商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1,974,613,830.64 7,835,111,934.55 52.83 7,239,743,402.09 

营业收入 3,676,393,702.92 3,814,056,085.86 -3.61 3,298,765,28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62,819,966.23 744,951,596.18 -24.45 613,351,97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46,469,753.17 612,819,274.41 -27.14 513,816,58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849,546,946.55 6,393,530,329.88 7.13 5,926,294,876.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56,615,884.56 654,312,676.90 0.35 853,399,912.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22 -27.27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22 -27.27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50 12.25 

减少3.75个百

分点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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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984,338,490.83 762,731,993.85 1,178,758,751.83 750,564,46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5,555,773.53 162,798,975.70 109,768,134.08 134,697,08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29,406,820.90 143,402,596.15 87,624,021.05 86,036,315.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6,106,475.37 342,414,003.53 220,832,306.87 199,476,049.5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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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2,5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1,06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6,149,393 963,596,802 27.73 0 质押 356,548,993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793,112 131,808,620 3.79 0 无   国有法人 

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0 70,069,162 2.02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 50,873,400 1.46 0 无   国有法人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49,898,443 1.44 0 无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0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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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钟振鑫 3,431,500 21,217,500 0.61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0 21,037,866 0.61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282,151 16,896,858 0.49 0 无   境外法人 

陆晓民 -989,600 11,610,400 0.33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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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中恒集团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36.76亿元，同比下降 3.61%；合并营业利润 3.47亿元，

同比下降 61.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3 亿元，同比下降 24.45%；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公司合并资产总额 119.75亿元，同比增长 52.83%。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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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四十二家，详见本附注。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焦明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年 3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