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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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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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20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175,337,440.36 元，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本年未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663,398,512.00 元，2020 年可供分配利润为-1,838,671,952.36 元，因此本年度

公司不实施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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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药股份 600664 S哈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晓东 周小楠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大道7号 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大道7号 

电话 0451-51870077 0451-51870077 

电子信箱 mengxd@hayao.com zhouxn@hayao.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与产品 

公司专注于医药健康产业，主要从事医药研发与制造、批发与零售业务，是集医药研发、制

造、销售于一体的国内大型高新技术医药企业，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1993 年 6 月，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600664.SH），是全国医药行业首家上市公司，也是黑龙江省首家上市公司。2015 年，公司通过

资产置换对下属资产及业务板块进行了整合，打造了旗下医药商业上市平台（人民同泰，

600829.SH），实现了医药工业和医药商业独立经营、协同发展的业务布局。 

公司医药研发与制造业务涵盖化学原料药、化学制剂、生物制剂、中药、保健品等产业领域，



产品聚焦抗感染、心脑血管、感冒药、消化系统、抗肿瘤药以及营养补充剂等治疗领域，在产在

销品规 347 个，主要产品包括复方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葡萄糖酸锌口服溶液、阿莫西林胶囊、

双黄连口服液、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拉西地平片、注射用青霉素钠、注射用头孢曲松钠、注射

用盐酸罗沙替丁醋酸酯等。 

公司医药批发与零售业务主要通过旗下上市公司人民同泰开展，人民同泰是黑龙江省医药商

业行业的龙头企业，主要业务范围集中在黑龙江，辐射吉林和内蒙古，经营产品包括中药、西药、

保健品、日用品、医疗器械、玻璃仪器、化学制剂等。 

（二）公司经营模式 

1、医药工业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公司通过对物资供应链及产业链的深入研究，实现专业化集中招标管理，降低

采购成本；通过对供应商的科学高效管理，深入挖掘供应商资源，优化供应商准入及退出机制，

实现供应商的优胜劣汰，保证供应商体系的良性发展；通过物料需求计划管理、采购订单管理等

方式，合理控制采购库存，降低资金占用，实现高效、优质、低成本采购。 

（2）生产模式公司严格按照 GMP 的要求组织生产，从原料采购、人员配置、设备管理、生

产过程、质量控制、包装运输等方面，严格执行国家药品 GMP 规范；在药品的整个制造过程中，

质量管理部门对原料、辅料、包装材料、中间产品、成品进行全程检测及监控，确保产品质量安

全。 

（3）销售模式公司顺应国家医药政策及医药行业发展趋势，科学细分医疗市场和药店零售市

场，通过组建 OTC 事业部、Rx 事业部、招商事业部、电商事业部，全面满足零售终端、医疗终端

和电商平台的业务发展需求。 

2、医药商业经营模式 

（1）医药批发业务模式：公司的医药批发业务模式是依托已经建立的药品配送平台，针对医

疗客户、商业客户、第三终端客户开展全方位的药品配送服务。公司根据需求从上游供应商采购

商品，经过验收、存储、分拣、物流配送等环节，将药品销售给下游客户，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

时，合理调配资金，实现利润最大化。 

（2）医药零售业务模式：公司充分利用现有的营销网络、经营品种和配送能力，以直营连锁

方式开展医药零售业务，利润主要来自于医药产品进销差价。 

（三）行业发展现状及周期性特点 

回顾近十年的医改历程，保质控费已经成为医改持续不变的主题，医改新常态已然到来。从

药品需求端来讲，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引导临床合理用药，可降低患者用药负担,缓解医保支出

压力。但对药企来讲，不管是医改前期的“限抗令”，还是近期的“带量采购”模式，都持续推动制

药企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然而，随着人民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以及国家对医药健康产业的重

视和支持，医药行业虽增速承压，但稳健增长的趋势不变，企业创新仍是不变的发展主题。在此

背景下，制药企业需要持续开展产品创新和自身的转型升级，具备创新转型意识的企业有望在行

业格局重塑的过程中胜出。 

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2020 年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 24,857.30 亿元，同比增长 4.5%，较 2019

年同比增速下降 2.9%；医药制造行业利润总额 3506.70 亿元，同比增长 12.8%，较 2019 年同比增

速提升 6.9%。 

（四）公司市场地位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实现了从化学原料药到制剂、中药、生物制剂、保健品以及医药商业

的产业布局，产品管线具有行业领先优势。在抗感染、心脑血管、消化系统和营养补充剂等最具

用药规模和成长性的治疗领域，形成比较完善的产品布局，公司核心产品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类抗

生素制剂、补钙补锌系列营养补充剂、拉西地平片等心脑血管类产品及注射用盐酸罗沙替丁醋酸

酯等消化类产品在各自细分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 



（五）报告期内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做好公司自身疫情防控工

作的前提下，对外积极参与全面抗疫工作中。公司针对行业政策、市场变化，重新梳理细分各业

务版块，聚焦专业领域，借助信息化技术工具，加强精细化管理，聚焦目标市场，扩充营销团队，

快速引入专业人才，分区域提升市场准入能力，增加终端覆盖及掌控等工作。面对新冠疫情对实

体药店销售的影响，公司积极拓展新渠道与新业务模式，扩大线上销售渠道，提升公司销售业绩。

同时，全面提高生产精细化管控能力，参考外部市场建议、结合内部环境、对标行业现状，优化

管理流程，减少冗余资源投入，实施三项制度改革工作，优化和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及绩效管理体

系，提升公司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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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7,534,453.08 12,502,530,832.80 -5.24 11,900,901,626.53 

营业收入 10,788,456,548.75 11,824,561,675.04 -8.76 10,813,613,594.67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10,788,456,548.75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7,699,405.63 55,812,116.14 -2,030.94 346,139,97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4,935,040.48 -12,148,243.03 -5,785.09 244,126,12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79,645,542.97 5,456,565,308.41 -36.23 5,865,429,231.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8,154,257.63 -284,938,535.31 -155.55 692,724,935.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02 -2,250.00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02 -2,250.00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2 0.94 
减少25.06个

百分点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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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840,032.33 2,298,540,145.16 2,839,693,137.45 3,139,383,23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6,635,649.27 -146,666,585.24 -39,361,493.64 -705,035,67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02,975,002.50 -152,041,521.16 -86,400,939.04 -273,517,577.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1,626.60 -166,639,444.47 93,767,542.22 -655,210,72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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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5,55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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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1,173,237,023 46.80   无   其他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 
  55,725,125 2.22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8,833,200 1.95   无   国有法人 

夏重阳 43,900,000 43,900,000 1.75   无   境内自然人 

哈尔滨天翔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20,850,098 25,750,000 1.03   无   未知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3,883,418 0.95   无   国有法人 

孙锟 15,201,705 18,000,095 0.72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城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6,055,000 0.64   无   国有法人 

李桂林 -2,889,200 14,750,700 0.59   无   境内自然人 

伍文彬 13,135,551 13,135,551 0.52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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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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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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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7.88亿元，同比下降 8.76%，其中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

入为 27.68 亿元，医药商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79.73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7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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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和金额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财会〔2017〕22号），不再执行 2006

年 2月 15日《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

〔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

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本公司选择仅对在

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年 1月 1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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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20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本公司采用简化

处理方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

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

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

公司经 2020年 4

月 21日召开的八

届二十八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相

应调整的报表项目名

称和金额详见“本附

注四、（三十三）、3。 



分摊交易价格。 

2020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结合医药行业研发流

程以及公司自身研发的特点，对无形资产后续计

量中的内部研究开发项目支出会计政策予以变

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无形资产后续计量中

的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

段。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

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只有在满足资本化五项条件

时，才确认为无形资产：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

和开发阶段支出的，将发生的研究开发支出全部

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经 2020年 4

月 21日召开的八

届二十八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于 2020年 1月 1

日执行无形资产后续

计量中企业内部研究

开发支出的政策变更，

不对前期进行追溯调

整，采用未来适用法。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其他流动资产 21,134,952.81   

预收款项 -157,138,880.28 -22,994,453.68 

合同负债 139,060,956.00 20,349,074.05 

其他流动负债 40,939,646.88 2,645,379.63 

其他应付款 -1,726,7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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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计十八家，新增 1家，减少 2家。具体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

的变更及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