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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0 年，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依照《公

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

制度的规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依法履行董事会的职责，规范、高效

运作，审慎、科学决策，忠实、勤勉尽责地行使职权，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的

各项决议，开展董事会各项工作，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持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董事会 2020

年度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全球经济下行，我国经济增速放缓；

同时国家持续深化医疗改革，市场监管日益趋严，医药行业竞争剧烈，公司面临

着终端销售萎缩、库存压力加大等不利因素。公司董事会积极应对、主动作为，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顶住压力，团

结一心，落实战略规划，优化市场布局，狠抓内部管理，较好完成了年初制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805.1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98.1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9.60%。 

（一）挖掘提炼企业文化，为企业发展凝心聚力 

深入挖掘百年佛慈的历史，与时俱进对企业文化进行提炼升华，梳理确定了

新时期的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等企业文化体系，确立了“佛慈制药，一切为

了人民健康”的企业使命、“中国中药品质标杆，振兴陇药排头兵”的企业愿景、“执

即身行，持即心行，所行为药”的核心价值观、“把想干事的人留下来，把留下来

的人培养成干成事的人，让干成事的人有尊严的实现价值”的人才观和“得人金更

要得人信，爱我货还须爱我和”的经营理念等，并对企业 LOGO、商标、核心广

告语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积极抗击新冠疫情，充分履行国企社会责任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第一时间复工复产，组织第四版诊疗方案药品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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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黄丸、防风通圣丸、藿香正气丸等生产和保供任务，保障相关药品不断货、不

涨价。克服重重困难，投资建设 10 条口罩生产线，形成日产 30 万只口罩的生产

能力。积极向主管部门申请消毒液生产资质，全力组织生产 75%乙醇消毒液，疫

情期间共产销消毒液约 1000 吨，占甘肃省市场的 70%以上。同时，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向甘肃省红十字会、兰州市红十字会、学校、省市医院、雷神山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和国际市场捐赠总价值 600 余万元的防疫物资，其中向乌兹别克

斯坦捐赠防疫药品 100 余万元，得到了中乌两国元首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三）落实公司战略规划，持续补链延链强链 

按照公司制定的“经营驱动、创新驱动、金融驱动”三轮驱动发展战略，全力

做强做大中成药制造主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公司战略布局更加完善。在河南、

山西和甘肃漳县、宕昌等地共建道地药材种植基地，补齐上游中药材种植板块；

与天津红日药业合作在渭源投资建设配方颗粒生产线，全面布局配方颗粒业务；

改组成立佛慈国际商务公司，全方位开展国际进出口业务；佛慈科创公司成功招

商引资，与陕西雅图公司等战略伙伴合作设立佛慈（瑞诺欣）药业公司，在新区

西部药谷产业园建设中成药产业化生产及营销项目；改组成立上海佛慈健康公司，

打造“上医良药”网络平台（互联网+医+药）。 

（四）加强市场开发，抓重点补短板畅渠道 

针对公司营销建设短板，通过“建队伍、拓渠道、理产品、抓动销”一套组合

拳，公司营销布局的良好势头已经显现。一是加强营销队伍建设，优化和扩充营

销人员，引进专业化职业经理人，提升营销团队业务能力，2020 年公司营销人

员增加 100 人。二是加强市场布局，在西北五省实施一体化发展战略，夯实陕甘

根据地市场发展基础，加快对新疆、青海、宁夏市场的薄弱环节建设，对连锁、

大单体药店终端、基层医疗和二级以上医院分线运作、精细化开发；针对云贵川

渝湘鄂赣闽晋冀豫津等 13 个品牌影响和市场开发基础薄弱的市场，整合营销力

量，统一配置市场资源。三是对公司现有产品从市场定位、价格体系、药效功能、

产品包装等进行全方位梳理，形成良好的产品群。四是以预算管理为抓手，细化

全年动销方案，实现了月月有动销、每个节日、每个节气有促销。在“建队伍、

拓渠道、理产品、抓动销”的基础上，全力开拓互联网平台建设，在京东、阿里

平台开设佛慈旗舰店，打造“上医良药”网络平台，运用新型营销手段如抖音、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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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网红等进行“网上带货”，构建线上线下互融共通的营销模式。 

（五）实施品牌提升，佛慈影响力持续增强 

积极参加第 83 届全国药品交易会、第三届中国（甘肃）中医药博览会、广

州博览会暨 2020 年国际公共卫生防疫物资展览会、第五届兰州科技成果博览会

等大型展会论坛；与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举办第二届“佛慈制药杯”全国广场舞大赛，

已在 3省份 11个城市开展海选资格赛；在甘肃省中医药学会支持下，牵头成立“甘

肃省中医药学会中医药科普与推广专业委员会”；在兰州轨道交通 1 号线开通了

“佛慈号”列车，进一步提升了佛慈品牌的影响力。同时，依法开展品牌维权，跨

省向“西安佛慈”进行维权，与兰州海关、上海海关合作拦截查获侵犯公司“慈”牌

商标的侵权中成药，加强品牌保护力度。 

（六）重视科技创新，研发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积极开展药食同源系列茶饮产品和蜜饮产品等新品开发、

经典名方半夏厚朴汤开发以及内消瘰疬丸二次开发、复方黄芪健脾口服液大品种

培育工作；进行产品质量标准提升研究，积极承担国家、省级科研项目，开展国

家药典委员会中药标准提高、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当归国际商务标准研究

项目，研究制定甘肃省中药材炮制规范（8 个）、甘肃省地方药材质量标准（6

个）和工业饮片标准（14 个）；加强科研创新平台建设，积极申报科研项目，争

取相关政策资金扶持。报告期内，公司研发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并荣获“甘肃省

科技工作先进集体”。 

（七）推进卓越绩效管理，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深入推进“抓管理、降成本、提效能”活动和专项治理活动，狠抓内部管理，

提质增效、节本降耗，持续提升公司治理能力。不断优化和整合梳理机关部室职

能，提高工作效率，全年共精简人员 30 人。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全面梳理

了企业文化，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定位，完善了公司战略规划，对标标杆企业进行

了制度梳理和流程再造，查漏补缺完善制度，完成并通过了环境、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和 AAA 级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认证，申报并成功荣获“甘肃省人

民政府质量奖”。 

二、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2020 年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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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召开 7 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召

开、表决程序以及会议的提案、议案等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2020 年 1 月 2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

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

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

细则>的议案》； 

2.2020 年 2 月 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2020 年 4 月 22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2019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关于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议案》； 

4.2020 年 4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5.2020 年 8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6.2020 年 10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7.2020 年 12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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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 

2020 年，公司董事会召集 3 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要求，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授权，认真并及时、完整地执行了股

东大会的决议事项。股东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1.2020 年 1 月 2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了 2020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苏文博先生为第七届监事

会监事的议案》、《关于转让原址土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2.2020 年 2 月 21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了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3.2020 年 5 月 14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了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9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关于确认 2019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1.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及其他相

关规定，积极履行职责。报告期内，战略委员会成员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的部署，

对公司对外投资事项等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合理建议，为董事会科学决策发

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

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积极履行职责。报告期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对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和薪酬方案进行了审核。 

3.提名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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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员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及其他相

关规定，积极履行职责。报告期内，提名委员会对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进行

了审核。 

4.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及其他相

关规定，积极履行职责。报告期内，审计委员会审查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执行

情况，定期了解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并对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工作进行指

导；审议并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续聘议案，认真审阅财务报告，密切关注年报审计

工作安排、重点和进展情况等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有效沟通，确保审计报

告全面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客观情况，并对审计机构的年报审计工作总结评价。 

三、2021 年经营计划和目标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更是公司创

新发展、改革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起步之年。公司董事会将紧紧聚焦发展战略，

做大做强中成药制造主业，延伸产业链条，强化品牌建设，提升研发创新能力，

实现公司整体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为十四五开局起好步、开好头。2021

年，公司将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深入实施国企改革，谋划改革新发展 

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要求，结合公司自身实际和“十四五”发展规划，聚焦完善中国特色

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优化子公司监管体制等重点目标任务，抓好各项具体改革

举措的落实，实现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目标。 

（二）落实企业战略规划，与集团各子公司联动发展  

一张蓝图绘到底，全面落实公司 “经营驱动、创新驱动、金融驱动”三轮

驱动战略规划， 在产业链延伸、营销体系完善、市场布局优化、大健康产品开

发、检测检验业务拓展等方面，与集团各子公司达成战略协同和各业务板块的良

性互动、协同发展。同时，加强对各子公司的管理，确保各子公司规范、高效、

有序运转，提高公司整体资产运营质量。 

（三）不断完善营销体系，拓展企业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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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营销工作思路，持续推进大市场建设；借力互联网新渠道进行产品推广，

加快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开发运营，布局家庭医疗、家庭养老和名医名药市场，全

力打造大市场、大品种、大品牌。加大国外市场开拓力度和中医药文化推广力度，

加快建设面向“一带一路”的中药标准、创新平台、制造基地和营销体系，引领陇

药走向国际。继续推动品牌建设，深入挖掘品牌优势，持续下沉渗透，拓宽消费

群体，巩固提升品牌影响力。 

（四）聚焦主营业务，持续构建全产业链 

持续聚焦主业主责，全力做强做大中成药制造主业，延伸产业链条，打造全

产业链发展的新佛慈。一是积极布局产业链上游，加快以“企业+基地+合作社（农

户）”方式，在全国建设道地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占领产业链发展制高点。二

是加大中药材精深加工，重点在工业饮片、高端精制饮片等领域开辟新市场，提

高中药材附加值；加强与天津红日药业在配方颗粒生产、销售方面的深入合作，

整合西北地区配方颗粒市场，全力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三是加快布局大健康产

业，做好现有大健康产品的二次开发和花草茶、体质茶等新品的开发，并加速整

合我省中药材及食材资源，积极探索开发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保健品和日化

用品，培育佛慈大健康产品集群。 

（五）全力做好研发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研发创新能力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公司将全方位推进与上海中医药大学

的战略合作，充分引进上海中医药大学在饮片、配方颗粒、中药提取物等相关领

域的技术，联合开发中药缓释剂、中药提取物、高端定制化饮片、膏方和药食同

源产品；依托中科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和公司现有科研创新技术平台力量，全力

做好大产品和独家品种的二次开发。与兰州大学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打造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联合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科研院所，在上海组建企业研发中心，集聚

高素质科研专家人才，加快科研成果向市场化转化，打造中医药产品研发创新高

地。成立第三方分析检测中心，为合作企业及市场提供分析检测服务。 

（六）夯实基础抓管理，保障战略目标实现 

坚持各业务板块 “一盘棋”思想，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紧盯目标，整合公

司资源，强化战略落地实施和管控，实现各业务板块的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以

全面预算管理为抓手，持续不断推进卓越绩效管理，以战略管理为导向，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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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为依据，以强化执行为基础，多措并举夯实公司及各子公司基础管理，开展

“跑冒滴漏”专项治理工作，确保在规范化管理、精细化管理、风险管控方面取

得实效，持续提升公司基础管理水平和创效能力，做实做强各业务板块，为公司

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