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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0                           证券简称：重药控股                           公告编号：2021-040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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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药控股 股票代码 00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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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涛 曹芳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大同路 1 号 重庆市渝中区大同路 1 号 

传真 023-63910671 023-63910671 

电话 023-63910671 023-63910671 

电子信箱 000950@cq-p.com.cn 000950@cq-p.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重药控股主要从事医药流通业务。公司是服务于医药全产业链的现代大型医药流通企业，是中国西部规模、综合实力领

先的医药商业健康产业集团。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如下： 

（一）医药商业 

 公司主营医药商业，主要涵盖药品、医疗器械、中药饮片、保健产品的医院纯销、商业分销、自营零售、终端配送、

仓储物流及供应链增值服务。围绕“一张地图、两张网络、三级配送、四个业态、五个支撑”二十字战略方针，立足总部市场，

联动南部市场、北部市场，构筑全国营销体系。 

（二） “医药+互联网” 

 公司依托信息化、数据化信息等创新平台建设，实现线上线下两网互通，打造“互联网+”健康服务平台，持续建设SPD

项目、打造输注中心、同时积极探索电子处方平台，推进为承接处方外流做布局的专业化药房建设，做到与厂家、医生、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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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患者信息的互联互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为上下游客户提供专业、高效的供应链整体服务与解决方案，在院内供应链

延伸服务、第三方物流服务、药品直送服务、药库信息化管理和临床支持服务等新兴业务，不断提高服务医药全产业链的能

力。 

（三）仓储物流 

 公司拥有国内领先的现代医药物流配送中心，在国内设立多个分配送中心，开展了集团外第三方代储代配业务，是国

内外医药企业西部分仓服务的领先供应商。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已具备辐射全国的配送服务能力。 

（四）医药研发 

 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发展理念，以申报MAH为契机，建立符合公司战略规划的完善的新药研发体系。采用国际化标准，

投资、筛选、培育、申报一批附加值高的符合公司发展领域的化学药、中药、生物制品和医疗器械产品，同时充分筹划利用

公司现有医药商业流通渠道及零售网络、医疗机构优势，带动新产品的营销推广，实现产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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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19,570,786.29 33,843,821,480.55 33.61% 25,802,739,16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4,344,217.19 788,015,791.51 12.22% 690,667,27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5,420,735.36 721,115,722.40 14.46% 635,305,90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1,986,342.54 202,411,337.12 212.23% -1,705,762,262.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46 10.87% 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46 10.87%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8% 10.11% 0.37% 9.8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42,432,466,239.45 25,479,952,289.24 66.53% 20,114,884,42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835,705,297.23 8,065,374,974.10 9.55% 7,319,684,7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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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4,345,566.49 9,400,784,226.73 13,351,280,483.80 14,803,160,50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168,661.88 215,543,238.06 312,086,789.94 272,545,52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913,035.78 215,026,266.45 277,185,223.87 255,296,20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7,461,419.24 578,835,861.85 364,202,025.15 1,716,409,8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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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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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9,19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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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医药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47% 664,900,806 0 质押 109,867,400 

重庆市城市建

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33% 282,294,397 0   

深圳茂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01% 155,737,404 0 质押 100,000,000 

茂业商业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4% 73,327,536 0   

重庆渝富资本

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战略性

新兴产业医药

专项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21% 72,778,526 0   

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9% 34,306,726 0   

天津天士建发

生物科技发展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2% 33,131,022 -20,657,406   

广州白云山医

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25,992,330 0   

重庆智全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2% 21,142,510 -4,219,575 质押 4,000,000 

重庆渤溢新天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0% 15,595,39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为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渤

溢新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投资的合伙企业，

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与重庆渤溢新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

人。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构成一致

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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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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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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勇担国企责任，有效保障全国各地防疫物资需求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公司作为中央及地方两级医疗物资储备单位，全国各地的数十家企业、数千名干部员工主

动返岗、坚守职责，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医疗物资保障工作。采购、物流、零售等板块联动，多方拓展物资采购渠道，有效

保障了各地医用防疫物资供应，以及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复工复产和教育系统的返校复学。全年累计收储防疫物资10.17

亿元，接收各省市防疫调令，向社会机构调运物资7300余批次，共计6500万余个/件。开展多次跨国采购，出口防护物资近

7000万元，并协助中国政府赴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防疫医疗专家组完成援助任务。公司荣获“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下属多家企业荣获当地政府、红十字会表彰。 

（二）完善网络布局，实现全国布局战略目标 

1、商业布局不断优化。公司成功布局安徽、吉林、内蒙，天士营销、四川人福项目圆满落地，有效填补了9个空白区域

布局，商业网络覆盖全国25省市，二级网络持续夯实。真正意义上实现“走向全国”的战略目标，横向推进了全国网络覆盖，

纵深实现了区域网络下沉，并持续夯实区域性竞争优势。 

2、销售管理架构不断完善。公司进一步开展矩阵式管理，各区域资源整合、业务协同作用逐步发挥。今年以来各销售

市场保持稳定增长，形成互动良好、条块结合、协同发展的商业运营架构，平台联动效应明显增强；调整零售战略事业部、

器械战略事业部职能，提升零售、器械板块投资项目评估专业性和精准度。  

（三）高效协同并进，“中国医药-重庆医药商业联合体”成果显著 

自2019年与中国医药组建了商业联合体以来，双方在市场开发、市场准入、合同营销、产品资源、渠道资源、品牌塑造

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合作。经过一年的协同作战，联合体以千亿规模的姿态进入行业第一阵营，改写了中国医药商业

行业的竞争格局。 

（四）内生外延并举，不断提升企业运营质量 

1、集中采购模式效果明显。VBP带量采购和国谈品种继续保持超行业水平的点配率及商业政策优势；集采库试点运行，

为集中采购模式发挥更大价值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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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兴业务持续推进。多个院内物流项目上线，多家互联网医院药品配送落地；积极尝试通过B2B、B2C、O2O方式

开展业务交易；持续探索“医药+互联网”业务，电子处方平台业务进一步拓展。 

3、进口总代业务迅速拓展。利用麻精药品一级批发商的全国分销网络优势，持续跟进进口药品全国总代项目，进出口

业务与全国分销平台融合发展。 

4、细分领域亮点突出。器械板块销售规模再创新高，经营能效进一步提升；三方储配业务稳定发展；公司首个产品Easy 

AED己取得注册证，已投入生产销售。 

5、工程建设项目稳步推进。有序推进西部现代物流项目二期、湖北、四川、甘肃、宁夏四大省级物流中心建设。 

（五）严格风险防范，内控管理实现优化升级 

1、持续开展巡视整改，加强监审监督。 

针对党建、财务、人事、经营等各层面，开展广覆盖、深层次的巡视整改工作，进一步堵住管理漏洞、严控经营风险。

同时，开展并购审计、过渡期审计、业绩承诺考核、投后检查调研、内部巡察、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等近百次，多层次对子企

业开展合规性检查。       

2、严守质量底线、强化安全监管。统筹安排下属企业完成主系统管控数据上线，对下属企业进行年度质量现场检查、

新并购企业调研指导；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全年未发生重特大安全环保事故，安全环保总体形势持续稳定可控。 

3、优化人才建设。挂牌成立重药商学院，持续推进Mini MBA培训班，进一步优化“1+2+N”培训体系，为规范化、系统

化、高效率提升全员素质奠定组织基础；启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充分调动干部员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六）优化财务管理，为经营发展提供有力资金保障 

一是持续拓展融资渠道。在直接融资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有效保障了公司经营资金需求；通过与多家银行开展无追索保

理业务与发行ABS和ABN，持续盘活应收账款；抢抓融资成本的窗口期，置换存量高成本的银行贷款，节约财务成本。二

是合理调整融资结构。调整匹配不同期限的融资产品，有效防范流动性风险，公司整体融资结构更加合理安全。 

（七）抢抓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医药研发项目进程 

初步建立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管理体系；涵盖从研发、临床注册、生产到经营以及产品退市的各个环节，为医药研发

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持续推进新产品的研发工作；积极有序推进各项目的研发进程。筛选新项目储备资源，全年调研和

筛选国内化药和中药、以及境外进口注册品种百余个，并完成新产品的计划立项。 

（八）确立文化核心，企业文化建设再上一层楼 

不断丰富企业文化内涵。确立以“因爱卓越”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体系，对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赋予了新的内涵。发布

企业文化手册，指引文化管理的方向；围绕文化管理三条主线开展文化落地，传递奋发向上的重药声音，企业知名度和美誉

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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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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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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32、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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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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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合并范围变动原因 

重药控股安徽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重药控股蒙东（通辽）医药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重药控股吉林省天华医药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宁夏众欣联合方泽医药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重庆医药集团郑州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四川同源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重药控股淮北有限公司 与重药控股安徽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重庆医药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重药控股山西康美徕医药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重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北京天士力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重庆医药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辽宁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天士力（辽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天士力朝阳医药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辽宁天士力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辽宁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重药控股（山东）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重药控股湖南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重药控股（岳阳）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重药控股（广东）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天士力东莞医药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天士力（佛山）医药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重庆医药集团（惠州）医药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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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药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天士力（汕头）医药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天士力（湛江）医药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天津）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四川乐创医药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四川人福海灵医药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四川人福共筑医药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四川广元人福医药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成都国药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四川绵阳人福医药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成都华贝康医药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四川省广汉市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四川省仁和药品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四川省健强医药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人福医药成都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重庆医药集团四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四川金利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攀枝花金利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雅安实德药业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达州福佑医药有限公司 与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重庆医药集团郸城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郑州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重庆医药集团焦作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郑州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重庆重药惠生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新设 

重药控股内蒙古有限公司 新设 

重庆医药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新设 

重庆医药集团诺康湖北大药房有限公司 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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