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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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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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66,067,063.86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8,891,414.77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433,834,165.97

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491,009,815.06 元。 

鉴于公司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为确保公司生产

经营持续发展，经研究，公司 2020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送股和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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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集团 60012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茜 徐旺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18号 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18号 

电话 023-89886129 023-89886129 

电子信箱 tjzq@taiji.com tjzq@taij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中、西成药的生产和销售，拥有医药工业、医药商业、药材种植等完整的医药



产业链。拥有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

药厂有限公司、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等 13 家制药厂、30 多家医药商业公司，是集"工、

商、科、贸"一体的大型医药集团，是目前国内医药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大型企业集团之一。根据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   

公司现有中西药品种批文 1500 多个、全国独家生产品种 75 个、获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50

多个、获国家专利 210 项。 

2020 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中，公司纳入品种 412 个品

种（740 个批准文号），其中甲类药品 224 个，乙类药品 188 个，独家品种 21 个。2018 年版国家

基药产品目录中，公司纳入品规 366 个。公司产品主要涵盖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脑血管、全

身性抗感染药物、内分泌系统药物、神经系统药物、保健品等以治疗性大众中西普药（尤其是基

药品种和医保品种）为基础性产品线，组成了治疗领域广泛的产品群。 

 公司主要产品有藿香正气口服液、注射用头孢唑肟钠（益保世灵）、洛芬待因缓释片（思为普）、

盐酸托烷司琼注射液、小金片、天麻素注射液、盐酸吗啡缓释片（美菲康）、罗格列酮钠片（太罗）、

急支糖浆、复方板蓝根颗粒、通天口服液、氯化钠注射液、鼻窦炎口服液、六味地黄丸、玄麦甘

桔颗粒、沉香化气片、天胶、葡萄糖注射液、散列通、消化酶片、酒石酸美托洛尔缓释片、夏桑

菊颗粒、感冒清热颗粒、五子衍宗丸等。 

报告期内，公司单品销售过 1 亿元的产品有 12 个，单品年销售过 5000 万元的产品有 21 个。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主要包含医药工业和医药商业，医药工业主要生产中成药和西药，医药商业主要包

括医药批发及零售。 

1、医药工业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的原辅料采购由采购部门集中统一采购，采购部门根据原辅料需求情况及生产

进度确定采购模式，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最大程度降低采购成本，公司采购模式主要有战略采购、

集中采购、三产（产新收购、产地种植和产地收购）采购、比价采购和招标采购。公司对供应商

实行准入制度和质量分析制度，严格质量宣传和质量要求，并严格按照 GMP、GSP 等相关制度，

对供应商进行优化，合格者方能入选公司合格供应商目录，采购的物资由质管部检验合格后方可

入库，坚决销毁不合格物料。 

（2）生产模式 

公司下属企业所有生产产品剂型均通过新版 GMP 认证，采取根据销售需求按计划组织生产

的模式，并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 GMP 规范。公司依据 GMP 的要求，对各生产厂制定了统一的

生产、质量、安全、设备、人员等方面的管理制度，确保了管理的一致性。同时通过对各生产厂

进行统一部署，充分发挥整体资源合理调配的优势。生产过程中以风险管控为核心，强化工序质

量控制，坚持实行自检、互检、专检的“三检制”，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管理体系，确保产品质

量。 

（3）工业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自营、代理销售两种模式，通过扁平化的自营模式缩短销售渠道长度，减少流

通环节，有效监管，保持药品价格稳定实现双赢；借助各地优质代理客户渠道，大型配送商业，

选择代理销售模式，与代理商通力合作，共同推广公司产品，保持市场稳步增长。公司目前处方

药主要通过医院销售，非处方药主要通过 OTC 终端销售，目前公司已拥有遍布全国的药品营销网

络。报告期内，公司在坚持主品战略的基础上，加强学术、体验式营销，进一步发展重点产品群；

深化全员营销理念等销售模式改革得到有效实施。 

2、医药商业经营模式 

公司医药商业主要模式是药品批发（商业分销、医院和终端配送）、药品零售、电子商务。药



品批发指向上游医药工业或医药商业采购药品、医疗器械、中药饮片等本公司取得合法经营许可

的商品，通过公司的销售网络，供应给医疗机构、其他医药商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个体诊所

或社会单体药店，主要利润来源为进销差价；药品零售指向上游医药工业或医药商业采购药品、

医疗器械、中药饮片等本公司取得合法经营许可的商品，通过公司的药品零售直营门店、加盟连

锁药房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直营药房利润来源主要通过进销差价，加盟连锁药房主要通过向其统

一配送获得收益。 

（三）行业情况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不存在

明显的行业周期。随着人民经济条件与健康需求的逐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持续改善，居民消费

支出增长，人口老龄化呈逐年上升趋势，亚健康人群增多，以及国家持续加强医疗卫生事业的投

入，使得医药产品的需求存在刚性。未来医药行业将维持在平稳增长的新常态。 

在“医改新政”和“健康中国”的大战略背景下，医药行业将逐渐出现一批具备核心竞争力

的大型龙头企业，医药市场也将出现行业分化，加速向行业龙头和区域龙头集中，从医药创新研

发到医药流通以及医养结合的医疗保健等形成一套完整的医药产业链，具备核心研发创新和全产

业链的医药公司将长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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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85,907,694.74 14,185,396,134.92 2.12 12,890,084,673.54 

营业收入 11,207,803,711.75 11,643,087,426.74 -3.74 10,689,384,2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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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371,705.76 /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6,067,063.86 -70,830,331.40 不适用  70,263,495.0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55,021,638.76 -156,603,879.77 不适用  -83,629,381.9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236,473,867.15 3,173,631,366.25 1.98 3,294,136,794.5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49,791,289.19 327,246,057.41 129.12 104,409,864.1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2 -0.13 不适用  0.1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2 -0.13 不适用  0.1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2.06 -2.19 增加4.25个百

分点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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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2,828,916.49 3,071,449,761.49 2,890,936,780.73 2,562,588,25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0,843,874.67 41,061,502.12 6,040,705.35 49,808,73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4,267,265.44 4,094,237.42 -35,039,802.52 
-499,808,80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7,975,076.57 91,710,083.04 -31,821,828.08 927,878,1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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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2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32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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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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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31,074,504 153,812,354 27.62 12,999,6

74 

质押 76,895,00

0 

国有

法人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 

31,074,504 44,095,337 7.92 0 无 0 国有

法人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0 23,437,500 4.21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国寿安保基金－建设 -2,947,704 19,838,754 3.56 0 无 0 其他 



银行－人寿保险－中

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委托国寿安保基

金混合型组合 

重庆市涪陵区希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0 11,895,294 2.14 0 无 0 国有

法人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0 10,149,409 1.82 0 无 0 国有

法人 

姚伟明 0 9,523,441 1.7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申万宏源证券－重庆

太极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申万宏

源太极实业 1号员工

持股计划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9,080,226 9,080,226 1.63 0 无 0 其他 

MERRILLLYNCHINTERN

ATIONAL 

8,989,960 8,989,960 1.61 0 无 0 境外

法人 

钟文倩 0 7,312,500 1.3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重庆市涪陵区希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属于一致行动人，未与其他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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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以“利润增长分享”为核心的绩效考核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内

生动力，启动并完成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购买，员工与企业休戚与共的关系更加紧密。  

    2、加大聚焦主业力度，全面清理和压缩公司投资规模，按照轻重缓急原则优化了多项基建项

目，大幅度缩减未来 3 年的建设投资，将资源集中到主业发展；关停与主业关联度不大的产业、

项目，处置低效闲置资产，报告期内完成了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处置工作，获

得资金 8.38 亿元；强化车辆使用效率，处置闲置车辆 60 辆，降费 625 万元；处置闲置房产获得

资金 1067 万元；全年实现租赁收入 5670 万元，将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和补充流动资金。    

3、销售方面 

（1）工业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工业实现销售收入 59.04 亿元，比去年同期 67.56 亿元下降 12.61%。 

报告期内，公司以藿香正气口服液入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法》（试行第四版至

第八版）为契机，创新营销方式，多渠道发展，整合市场资源，完善客户体系，科学优化渠道网

络建设，市场覆盖率和经销商积极性得以有效提升；抓先机强落实，抓机遇促动销，完成“要正

气、选太极”的品牌创新，以市场为导向，加强与全国或区域性连锁深度合作，打造样板连锁门

店，树立“高质量、大品牌、好疗效”样板作用，实现大品种突破带动其他产品销量；充分利用

互联网+，通过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开展产品讲解和宣传，提升终端市场产品的影响率和上柜率，进

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报告期内，中药板块多个品种销售再上台阶，实现了逆市增长。 

抓住契机，克服疫情对医院产品销售的影响，以自营+代理双线发展，优化产品转型升级，

优化产品价格体系，急支糖浆、通天口服液、鼻窦炎口服液等规模型品种在多个省级市场区域招

标采购取得成功，促进了产品良性发展。积极应对医改新政，坚持学术营销，与医药高等院校合

作，聘请医药专家为学术顾问，研究、收集合理用药、治疗案例，疾病整体治疗方案，形成医院、

诊所医生、药店店员等不同学术培训资料，通过“网络云课堂”、学术会议等学术推广活动，开展

专题知识培训和药事服务，提高产品学术质量，为终端开发及上量工作赋能，同时带动 OTC 产品

销售，以美菲康、通天口服液为代表的医院品种，增长超过行业平均水平。创新营销思路，深挖

休睡眠产品，实现休睡眠产品“老药新做”“老树开新花”，报告期内，公司休睡眠产品全年实现

销售收入 5,897 万元，同比增长 48%。 

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长的核心品种有：藿香正气口服液实现销售收入 6.89 亿元，同比增长

33.33%；洛芬待因缓释片（思为普）实现销售收入 3.56 亿元，同比增长 2.21%；小金片实现销售

收入 2.57 亿元，同比增长 2.12%；盐酸吗啡缓释片（美菲康）实现销售收入 1.80 亿元，同比增长



17.97%；罗格列酮钠片（太罗）实现销售收入 1.76 亿元，同比增长 5.53%；复方板蓝根颗粒实现

销售收入 1.45 亿元，同比增长 58.01%；通天口服液实现销售收入 1.34 亿元，同比增长 45.07%；

鼻窦炎口服液实现销售收入 9430 万元，同比增长 15.66%；酒石酸美托洛尔缓释片实现销售收入

4951 万元，同比增长 34.45%。 

（2）商业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商业实现销售收入 51.49 亿元，比去年同期 47.24 亿元增长 9%。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商业企业面对疫情考验，全力担负当地政府防疫物资储备和供应保障，

面对医保改革和国家集采等多重考验，积极完善供应链建设，引进国采品种，共获得第二、第三

批国采 64 个品种在不同区域的配送权，与国内外知名品牌厂家合作更加紧密，销售逐年增长；大

力拓展终端网络，医药配送新开发各类医疗机构约 1300 家（公立二级以上 85 家）、社会连锁及加

盟药店约 3000 家，入围重庆区县联合体 25 家，提升市场占有率。 

加快发展新零售，优化品类结构，探索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新零售模式，开通云药库寻药小程

序，极大满足门店需求；强化运营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试点直播营销、微信营销，

四川太极大药房的线上“太极小课堂”新颖独特，内容高质健康，业界竞相模仿，有效吸引客流；

加强会员管理，对会员、特别是慢病会员的分析，给会员带来更专业的服务，提升会员忠诚度。

积极与美团、京东到家、饿了么等 OTO 平台深度合作，强化线上基础管理及运营；加快智能药柜

布点，并利用疫情窗口期，加快直营药店布点，报告期内，新发展药店 60 家。 

4、生产供应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推进自动化、智能化，科学调度，优化排产，着力开展采购、生产、物

流等各环节、全方位成本控制工作，为营销提供更高性价比，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稳步推进

包装工序智能化改造项目，完成涪陵制药厂颗粒剂和胶囊剂、天诚制药口服液、南充制药颗粒剂

等包装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公司定增资金在太极医药城修建的藿香正气口服液智能化生产线已调

试完成；完成了天胶公司阿胶糕食品生产线的建设。 

公司下属子公司绵阳制药颗粒剂生产线、西南药业小容量注射剂车间、桐君阁药厂顺利通过

了 GMP 符合性检查。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南药业、涪陵制药厂、桐君阁药厂成功入选重庆市“双百

企业”重点工业企业名单；桐君阁药厂经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定为中成药制造“智能工

厂”；中药二厂包装车间经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定为“数字化车间”。涪陵制药厂获工信

部指定的重庆唯一一家疫情防控常态化重要医疗物资保供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打造了“集团中药材一体化运营”购销平台，加大基地建设、自主加工分级、

滚动储备、统采分销等措施严控采购成本。建成中药材半夏、金荞麦、前胡、紫苏等多个品种种

植面积和产量位居全国第一，实现全程追溯；其中河北半夏基地带动产区产量近五千吨，彻底改

写全国半夏供小于求的历史，大幅降低半夏采购成本。 

5、科研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 2.2 类新药盐酸吗啡缓释片（24h 渗透泵型）临床批件，获“阿胶糕”

食品生产许可证及标准备案。氢溴酸西酞普兰片、对乙酰氨基酚片 2 个产品通过一致性评价，其

中氢溴酸西酞普兰片为第二名通过，并在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中顺利中标。 

报告期内，完成藿香正气口服液与金蒿解热颗粒联用对社区人群防控新冠肺炎的大样本前瞻

性临床研究，这是国内首个中医药社区防控新冠肺炎临床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已列入 2020 年中医

药十大学术进展，研究表明两个产品联用可有效提高预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的保护率。 

公司研制的创新中药口服制剂芪灯明目胶囊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附条件批准上市”临床试

验全面启动，已完成部分病例入组；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创新中药“丹七通脉片”Ⅱ期临数据统计

分析已完成。藿香正气口服液“以证统病”治疗湿疹及肠易激综合征国家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专项

完成 60%的病例入组；藿香正气口服液治疗胃肠型感冒 RCT 研究完成总结报告及统计报告；芪鹿

补血颗粒治疗放化疗后的白细胞减少症上市后再评价完成 40%以上的病例入组；通天口服液人体



机理研究临床完成 50%病例入组。 

 

（二）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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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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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

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款项 342,688,629.70 -342,688,629.70  

合同负债  302,808,721.13 302,808,721.13 

其他流动负债 404,044,383.56 39,879,908.57 443,924,292.13 

2.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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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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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涪陵制药厂、桐君阁、西南药业等 70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其中本

期合并范围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 

公司及子公司涪陵制药厂将共计持有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的股权转让给重庆

太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转让后，公司及子公司涪陵制药厂共持有成都新衡生公司 5%的股权，



不再对其控股。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 合并范围增加 

[1]根据四川永天昌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永天昌注册资本 5,600 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

资金出资 2,91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2%；子公司天诚制药以实物资产出资 1,960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35%；子公司绵阳制药以实物资产出资 72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3%。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

报出日，暂未缴纳注册资本金。 

[2]根据绵阳太极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绵阳太极物流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其中间接控

股子公司天诚药业以货币资金出资 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

暂未缴纳注册资本金。 

（2）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沁鑫门诊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注销，处置日净资产 77.25 元，

处置日净利润 0.21 元。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