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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3                证券简称：丰原药业                 公告编号：2021-007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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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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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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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0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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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 张群山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6 号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6 号 

传真 0551--64846000 0551--64846000 

电话 0551--64846018 0551--64846153 

电子信箱 xlyyzj@163.com xlyyzj@soh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医药制造和商业流通。其中医药制造涉及生物药、化学药及中药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主要产品涵盖解热镇痛、妇儿、神经系统、心血管、泌尿系统、营养类、抗生素、原料药等

系列产品；商业流通涉及医药配送和药房零售，现已形成高效、全优、多品种的医药供应服务体系。

公司注重新药研发，拥有多个国家一、二类新药品种及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全国百姓放心药品牌、中国创新力医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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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主要产品情况 

剂型 主要产品名称 主要功能及用途 

大容量 

注射剂 

（大输液） 

果糖系列 
用于稀释剂和烧伤、术后感染等胰岛素抵抗状态下或不适宜使用葡萄糖时需

补充水分或能源的患者的体液补充治疗。 

脂肪乳系列 

是静脉营养的组成部分之一，为机体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酸，用于胃肠外营

养补充能量及必需脂肪酸，预防和治疗人体必需脂肪酸缺乏症，也为经口服

途径不能维持和恢复正常必需脂肪酸水平的病人提供必需脂肪酸。 

氨基酸系列 

用于大面积烧伤、创伤及严重感染等应激状态下肌肉分解代谢亢进、消化系

统功能障碍、营养恶化及免疫功能下降的病人的营养支持，亦用于手术后病

人，改善其营养状态用于蛋白质摄入不足、吸收障碍等氨基酸不能满足机体

代谢需要的患者。 

盐酸氨溴索葡萄糖注射液 

1.适用于下述患者伴有痰液分泌不正常及排痰功能不良的急性、慢性呼吸道

疾病，例如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喘息型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支气管

哮喘，肺炎的祛痰治疗。2.术后肺部并发症的预防性治疗。3.早产儿及新生儿

呼吸道窘迫综合症(IRDS)的治疗。 

单硝酸异山梨酯葡萄糖 

注射液 
适用于心绞痛和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治疗。 

乳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用于呼吸系统、泌尿系统、消化系统和皮肤软组织感染，败血症、伤寒副伤

寒菌痢以及由淋球菌、沙眼衣原体所致的尿道炎、宫颈炎等。 

粉针类 

赖氨匹林系列 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等。 

注射用醋酸丙氨瑞林 用于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等。 

注射用辅酶 A 
辅酶类。用于白细胞减少症、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及功能性低热的辅助

治疗。 

注射用地塞米松磷酸钠 

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主要用于过敏性与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多用于结

缔组织病、活动性风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严重支气管哮喘、

严重皮炎、溃疡性结肠炎、急性白血病等，也用于某些严重感染及中毒、恶

性淋巴瘤的综合治疗。 

注射用盐酸溴己新 
主要用于慢性支气管炎及其他呼吸道疾病如哮喘、支气管扩张、矽肺等有黏

痰不易咳出者。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急性胃粘膜病变，复合性胃溃疡等急性上消化道出

血。 

小容量 

注射剂 

复方盐酸阿替卡因注射液 用于口腔用局部麻醉剂，特别适用于涉及切骨术及粘膜切开的外科手术过程。 

富马酸伊布利特注射液 
用于近期发作的房颤或房扑逆转成窦性心律，长期房性心律不齐的病人对伊

布利特不敏感。 

缩宫素注射液 用于引产、催产、产后及流产后因宫缩无力或缩复不良而引起的子宫出血等。 

散剂 赖氨匹林散 
抑制环氧合酶，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用于缓解轻度或中度疼痛及多种原因

引起的发热，并用于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等的症状缓解。 

片剂 

西尼地平片 用于治疗高血压等。 

萘哌地尔片 良性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障碍。 

扎来普隆片 适用于入睡困难的失眠症的短期治疗。 

氨酚伪麻氯汀片 
用于普通感冒及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关节痛，打喷嚏，流鼻涕，

鼻塞，咽喉痛等症状。 

胶囊剂 乳增宁胶囊 用于肝郁气滞型及冲任失调型的乳腺增生等症状。 

颗粒剂 催乳颗粒 用于产后气血虚弱所致的缺乳、少乳。 

贴剂 双氯芬酸钠贴 缓解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各种软组织风湿性疼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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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药 

赖氨匹林原料 用于赖氨匹林制剂的有效成分。 

果糖原料 主要用于制备成果糖注射液、果糖氯化钠注射液、甘油果糖注射液等。 

扑热息痛原料 用于解热镇痛类制剂的主要成分。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大宗物料统一采购制。公司采购部负责各种原辅材料、包装材料的采购，确保采购的物

料质量稳定、可靠。采购部根据各生产单位提供的物料需求计划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并据此制定

采购资金安排计划，由财务部门汇总后报批执行。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制订生产计划，根据销售单位的销售预测或销售合同、订单安排每月的

生产计划。生产单位依据月度生产计划安排生产。公司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

生产技术部门负责具体产品的生产过程管理，质量管理部门对各项关键质量控制点进行监督，确保产

品质量。 

3、销售模式 

（1）医药工业 

公司实行新药和普药两个销售管理体系，主要采取“招商+自营”的销售模式，通过经销或代理商及

公司自建的销售渠道实现对医院、零售和第三终端的全覆盖。 

（2）医药商业 

①医药批发和配送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安徽丰原医药营销有限公司，经营安徽省内区域医药批发和配送业务，其主

要客户包括：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和其他医药批发配送企业等。  

②医药零售连锁 

公司全资子公司丰原大药房立足省内，以现代化连锁经营管理机制从事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

食品等零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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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182,365.33 3,238,064,437.11 2.57% 3,013,395,36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720,155.65 80,921,045.82 28.17% 60,926,37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622,979.48 42,324,312.23 36.15% 43,371,344.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2,753,328.44 66,213,294.70 342.14% 233,592,504.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23 0.2589 28.35% 0.19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23 0.2589 28.35% 0.19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7% 6.19% 1.38% 4.9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3,636,207,572.40 3,559,614,532.66 2.15% 3,007,997,78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13,489,476.40 1,324,318,859.43 6.73% 1,288,675,7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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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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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342,498.17 842,419,905.66 848,509,748.03 894,910,21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389,763.31 36,361,711.12 12,894,406.25 33,074,27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103,247.63 25,320,476.30 4,939,959.91 14,259,295.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20,384.88 15,165,451.43 19,666,537.56 247,700,9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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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4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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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无为制药厂 国有法人 11.48% 35,842,137    

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 国有法人 8.18% 25,521,900    

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 国有法人 5.86% 18,286,558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1% 15,332,03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4% 7,000,000    

胡国华 境内自然人 0.57% 1,792,284    

刘优勤 境内自然人 0.37% 1,140,000    

唐素娟 境内自然人 0.29% 908,800    

肖兰 境内自然人 0.28% 880,000    

林钦丰 境内自然人 0.27% 8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上述公司股东中，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无为制药厂、

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和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安徽省无为制药厂通过海通证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842,137 股；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通

过中泰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521,900 股；安徽省马

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通过安信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286,558 股；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建投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9,332,030 股；胡国华通过中信建投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1,792,284 股；唐素娟通过中信建投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908,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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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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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管理层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在紧扣年度经营目标下，

统筹疫情防控与经营发展，积极组织复产复工，并准确研判市场，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在公司全体员

工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2,118.2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7%；实现利润总额13,811.21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72.0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1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762.3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15%。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和完成的主要工作事项： 

（一）生产管理工作。严格执行GMP管理规范，并按GMP管理规范要求组织生产。根据销售需求，

合理制定生产计划，本着“降本、提质、增效”的管理原则，保质、保量地组织好生产工作，满足市场

需求。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GMP管理规范要求。报告期内，公司工业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换证工

作顺利完成。 

（二）营销管理工作 

     1、普药公司通过加强内部资源的整合和外部市场的维护，积极开拓市场，努力克服疫情所带来的

不利影响，在保销量的前提下，积极调整销售品种结构，提高包括直软输液等高毛利产品的销量，提

高盈利水平。 

2、新药公司加大终端医院开发，做好代理商的网络建设和维护。通过调整营销模式，制定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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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略，打造核心产品，拓展新的销售增长渠道。其中，心血管、消炎镇痛、妇儿产品线及OTC产

品线的销售收入均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3、通过研判市场需求，抓住市场机遇，不断提高扑热息痛、头孢呋辛酯原料药市场占有率；同时

积极做好其他原料药产品的谋划布局和市场开拓工作。 

4、结合公司销售模式，完善公司销售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销售行为，加大对销售过程管理力度，

切实防范经营风险。 

（三）人力资源管理 

优化和调整综合管理考核和经济目标考核，提高绩效考核管理水平，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加强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通过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重点培养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促进管理团队

的可持续发展。 

（四）项目投资管理 

1、新建年产3万吨赤藓糖醇、5000吨谷氨酰胺项目，报告期内由于受到疫情影响，该项目建设进

度未达预期要求。目前，公司正在加快推进该项目的建设。 

2、新建年产1000万袋腹膜透析液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后续主要工作为腹膜透析液产品的注

册申报。报告期内已对腹膜透析液4个品规开展药学研究。目前，腹膜透析液4个品规已完成中试生产，

下一步计划完成药学关联研究，申报注册申请。 

（五）产品研发工作事项 

1、卡式瓶装复方盐酸阿替卡因注射液，获得国家局批准。 

2、注射用帕瑞昔布钠及关联帕瑞昔布钠原料药，已通过CDE技术审评，待审批。 

3、开展12个化药口服固体制剂、4个注射剂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其中，甲硝唑片、阿奇霉素胶囊

均已通过一致性评价；2个品种已完成研究，上报CDE在审评；1个品种在开展临床研究，12个品种正

在开展药学研究。 

4、药用辅料枸橼酸三乙酯，通过CDE关联审评，已激活为A类登记号，批准上市。 

5、丁酸氯维地平注射用乳剂、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已在开展临床研究。 

6、双阀直软新药包材关联8个基础输液，已获国家局批准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激活新药包材登记

号B20200000116。 

（六）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3,321,182,365.33 100% 3,238,064,437.11 100% 2.57% 

分行业 

药品生产制造 1,574,945,108.18 47.42% 1,646,696,335.29 50.85% -4.36% 

药品零售流通 1,687,911,079.45 50.82% 1,528,437,152.19 47.20% 10.43% 

其他 58,326,177.70 1.76% 62,930,949.63 1.95% -7.32% 

分产品 

生物药及制剂 175,037,058.29 5.27% 178,287,070.02 5.51% -1.82% 

化学合成药及制剂 1,353,900,490.18 40.77% 1,399,624,185.55 43.22% -3.27% 

中药及制剂 46,007,559.71 1.39% 68,785,079.72 2.12% -33.11% 

药品零售 530,482,990.29 15.97% 486,698,627.12 15.03% 9.00% 

药品批发 1,157,428,089.16 34.85% 1,041,738,525.07 32.17% 11.11% 

其他 58,326,177.70 1.76% 62,930,949.63 1.95% -7.32% 

分地区 

安徽省内 1,871,768,887.44 56.36% 1,637,961,279.02 50.58% 14.27% 

安徽省外 1,449,413,477.89 43.64% 1,600,103,158.09 49.42%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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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营业成本构成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药品生产制造 

直接材料 643,709,538.99  29.66% 595,343,772.28 29.73% 8.12% 

直接人工 52,694,475.09  2.43% 55,734,838.99 2.78% -5.46% 

折旧 29,194,255.96  1.35% 29,772,450.98 1.49% -1.94% 

燃料 36,812,161.84  1.70% 38,659,147.30 1.93% -4.78%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药品零售流通 直接材料 1,354,471,953.57 62.42% 1,234,593,366.37 61.65%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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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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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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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详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第33项。 

2、会计估计和会计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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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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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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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20年度合并范围新增安徽郎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本公司一级子公司淮南泰复

制药有限公司对安徽郎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1%，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安徽郎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宏满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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