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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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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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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989,204,86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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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琚制药 股票代码 00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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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王伟 沈旭红 

办公地址 
浙江省仙居县福应街道现代工业集聚区丰

溪西路 15 号 

浙江省仙居县福应街道现代工业集聚区丰

溪西路 15 号 

电话 0576-87731138 0576-87731138 

电子信箱 dmb@xjpharma.com dmb@xjpharm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原料药和制剂的综合生产厂家，主营业务为甾体原料药和制剂的研制、生产与销售。公司产品主要分为皮质激素

类药物、性激素类药物（妇科及计生用药）、麻醉与肌松类药物三大类。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 

皮质激素类药物（原料药及制剂）包括地塞米松系列、泼尼松系列、曲安西龙系列； 

性激素类药物（主要是制剂）包括孕激素类、雄性激素类、雌性激素类，主要产品有黄体酮胶囊（益玛欣）、左炔诺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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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肠溶胶囊、米非司酮片等； 

麻醉与肌松类药物（制剂）包括注射用苯磺顺阿曲库铵、罗库溴铵注射液、注射用维库溴铵、甲磺酸罗哌卡因注射液等； 

呼吸科主要产品有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噻托溴铵粉雾剂和环索奈德气雾剂； 

皮肤科主要产品有糠酸莫米松凝胶、糠酸莫米松乳膏和丙酸氟替卡松乳膏等。 

甾体药物对机体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具有很强的抗感染、抗过敏、抗病毒和抗休克的药理作用，能改善蛋白质代谢、

恢复和增强体力以及利尿降压，广泛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哮喘、湿疹等皮肤病、过敏性休克、前列腺炎等内分泌

疾病，也可用于避孕、安胎、减轻女性更年期症状、手术麻醉等方面。 

3、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本公司由采购部统一负责对外采购工作，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采购部根据历年业务往来情况，建立

合格供应商档案，形成合格供应商名单。公司从合格供应商采购，并针对不同产品采取不同的采购模式。与多家合格供应商

保持业务联系，一方面促使供应商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保证了公司原材料价格和供应的稳定。对于大宗化工辅料，则采

取招标与比价相结合的方式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严格按照GMP的要求组织生产，从原辅料采购、人员配置、设备管理、生产过程管理、质量控制、包装运输等方

面，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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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品进行全

程检测及监控，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3）销售模式 

公司原料药国内销售由国内贸易部负责，产品主要销售给国内各制剂生产厂家。 

公司原料药国外销售由国际贸易部负责。外销分两种模式，一是通过外贸公司间接出口；二是自营出口，公司直接同国

外采购方签订采购合同，产品生产并检验合格后由公司直接出口，销售给国外用户。 

公司制剂产品的销售由控股子公司浙江仙居制药销售有限公司负责。目前销售模式主要分三种：终端销售模式、招商代

理模式、经销商代理模式。从业务角度主要分为三条线：（1）医院线，以妇科、麻醉科（肌松药）为主；（2）OTC产品线，

以紧急避孕和皮肤科产品为主；（3）招商代理线，包括大宗普药和呼吸科类产品为主。 

4、报告期内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政府持续加大医疗投入、人口基数大且老龄化加快、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健康意识提升以及国家医保体系逐步完善、

医保覆盖深度和广度提升，促进了药品的消费。2020年，经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公司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主要的业绩驱

动因素表现为：一是公司聚焦甾体激素主业，充分发挥原料药与制剂一体化的行业优势，通过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制剂板块

销售逐季改善；二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欧洲跨国大公司的业务稳步推进，提升原料药在国际规范市场份额，原料药板块

国外市场订单充裕；与Newchem公司在部分市场形成协同效应，增加公司在全球激素产业链的竞争优势；三是对外投资紧

扣战略，聚焦主业，为提高运营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对下属全资子公司进行吸收合并；四是通过提高加强内部管理，合理

控费，成效显著。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1,887.28万元，同比增长8.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450.94

万元，同比增长22.94%。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公司所处的行业为医药行业，细分行

业为甾体药物行业。 

1、报告期内医药行业的发展阶段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相结合的产业。医药行业对于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

提高生活质量，为计划生育、救灾防疫、军需战备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内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对医疗保健需求的不断增加及国家政策的支持，我国医药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已成为全

球第二大医药市场。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按可比口径计算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指标，2020年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24,857.3亿元，同比增长4.5%，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3.7%。发生营业成本14,152.6亿元，同

比增长5.4%，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4.8%。同期实现利润总额3,506.7亿元，同比增长12.8%，高于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8.7%。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利润率约为14.11%，较上年同期提升1.06%，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8.03%。 

在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医保目录调整，以及注册制度改革、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加快新药审批等一系列医改

政策影响下，我国医药产业正加快从“仿制”向“创新”转型。行业进入快速分化、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的阶段，具有研发

迭代创新能力、高品质产能基础、处于细分领域优质赛道的企业将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2、报告期内甾体药物行业的发展阶段 

甾体药物是人体内源性药物，对维持人体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很强的抗感染、抗过敏、抗病毒和抗休克的药

理作用，能够改善蛋白质代谢、恢复和增强体力。甾体激素类药物品种非常丰富，仅人体内天然存在的甾体激素就达到几十

种，主要包括孕激素、雌激素、雄激素、糖皮质激素和盐皮质激素等。此外，为了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和更低的副反应，科

研人员还会在天然激素的基础上对其侧链加以修饰，衍生出更多的甾体药物衍生物。近年来，甾体药物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范

围不断扩大，被广泛应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哮喘、湿疹等皮肤病和过敏性休克、前列腺炎等内分泌疾病，也应用

于避孕、安胎、减轻女性更年期症状、手术麻醉、预防冠心病和艾滋病、减肥等方面。由于甾体激素在人体内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生理作用，目前甾体激素类药物在全球范围内均广泛应用。全球可生产甾体激素药物达400余种，其销售额仅次于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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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类药物。 

我国已经成为甾体药物原料药生产大国，甾体药物原料药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皮质激素类原料药行业

的产品特点和行业管理的特殊要求使得行业进入门槛高，技术难度大。全球范围内的甾体药物生产厂家主要为少数大型跨国

制药公司，例如辉瑞、拜耳、默沙东、赛诺菲-安万特、葛兰素史克等。近年来，由于我国原材料优势明显、生产工艺不断

提升，全球甾体药物的生产出现了产业转移的趋势，中国已逐步成为世界甾体药物的生产中心。国内主要甾体激素类原料药

生产厂家主要有本公司、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甾体激素类行业具备一定的行

业集中度，竞争格局良好。 

3、周期性特点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均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医药行业是具有较强刚性需求的朝阳行业，难以体现出明显的行业周期。甾体药物具备使用周期长的

特点，可替代的类似产品较少。由于甾体激素为人体自身分泌的化合物，结构和功能均非常稳定，所以甾体药物更新换代主

要体现在原有化合物基础上的侧链修饰衍生物方面，在临床上一般具有较长的产品生命周期。 

4、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甾体药物专业生产厂家、原料药和制剂综合生产厂家。公司具有很强的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能力，在药品从

小试阶段（实验室技术）向批量生产转化方面具有很成熟的经验。公司对产品生产工艺的优化和生产成本的控制在国内同行

中居领先地位。公司大部分主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居行业内前列，甾体激素行业内位居第一梯队并且多年来保持稳定。报告

期内，公司凭借自身综合实力，不仅获得了行业的认可，而且也收获了多项荣誉。公司在2020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年度峰会中

荣获“2020年度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工业企业综合实力百强”，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主办的2020年(第37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

年会中荣获“2019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入围“2020年浙江省省级绿色工厂名单”、“2020年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

能力百强”。益玛欣黄体酮胶囊获“2020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妇科用药优秀产品品牌”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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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8,872,772.40 3,708,545,530.97 8.37% 3,621,754,71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4,509,427.41 410,368,585.97 22.94% 301,362,96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9,591,327.12 378,108,887.06 21.55% 282,371,78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9,233,376.74 519,805,113.67 51.83% 193,266,995.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45 22.22%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45 22.22%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6% 14.78% 0.68% 12.0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6,838,231,066.49 5,824,345,547.49 17.41% 5,443,275,37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44,931,882.40 2,941,524,857.14 51.11% 2,631,668,6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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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695,096.98 1,026,113,494.65 1,162,850,644.68 1,085,213,53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354,593.92 137,963,321.26 153,139,417.63 146,052,09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293,446.50 134,035,510.29 146,763,103.65 115,499,266.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178,224.07 149,030,404.69 227,652,709.31 317,372,0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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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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3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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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居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5% 213,221,808 15,733,50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3.37% 33,305,243 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3% 27,000,00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63% 26,045,660 0   

李勤俭 境内自然人 2.48% 24,498,905 10,948,90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2.16% 21,382,3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四二一组合 
其他 1.94% 19,214,5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7% 18,489,900    

中泰证券资管－招商银行

－中泰星河 12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67% 16,538,986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

组合 
其他 1.24% 12,252,372 4,379,5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为兴全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属基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二一组合为国

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属基金。未知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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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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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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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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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外部环境和行业政策的影响，2020年医药行业转型升级加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医保支出结构不断优化，

在保质控费的大环境下引导行业升级。2020年持续推进了带量采购和医保目录调整，大幅降低了相关药品的采购价格，医保

目录调整后，更好地满足基本用药需求，基本实现了治疗领域全覆盖，除新增119个药品外，新版医保目录还将原医保目录

中临床价值不高的29种药品进行调出，优化支付及医保目录药品结构进行“腾笼换鸟”。国家不断鼓励创新发展，医药企业在

研发创新方面的投入持续加大，创新药上市速度及纳入医保速度进一步加快。报告期内，面对医药行业格局的巨大变化，公

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应对，党政工齐心协力，围绕公司战略和董事会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聚焦甾体激素主业，外抓市场，

内抓管理，提升运营质量效率，培养提高核心能力，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1,887.28万元，同比增长8.37%；实现利润总额62,124.85万元，同比增长17.82%；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450.9万元，同比增长22.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5,959.13

万元，同比增长21.55%。2020年度每股收益0.55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5.46%。 

公司主营营业收入40.02亿元，同比增长8.27%。收入结构按原料药与制剂分为两大类，（1）制剂销售收入21亿元，其

中制剂自营代理销售收入20.2亿元，同比持平；医药拓展部制剂销售收入0.8亿元，同比增长14%。（2）原料药及中间体销

售收入18.8亿元，同比增长18.9%，其中主要自营原料药销售收入8.23亿元，同比增长27%；意大利子公司 Newchem 公司销

售收入6.31亿元，同比增长9.5%；海盛制药公司销售收入1.43亿元，同比下降19.7%，仙曜贸易公司销售收入1.33亿元，其他

原料药贸易1.5亿元。 

公司主要制剂产品销售收入按治疗领域划分：妇科计生类制剂产品销售收入4.78亿元，同比下降7%；麻醉肌松类制剂

产品销售收入5.24亿元，同比持平；呼吸类制剂产品销售收入3.67亿元，同比增长22%；皮肤科产品1.4亿元，同比下降7%，

普药制剂产品销售收入4.36亿元，同比增长4%，其他外购代理产品0.3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自身综合实力，不仅获得了行业的认可，也收获了多项荣誉。公司在2020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年度峰

会中荣获“2020年度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工业企业综合实力百强”，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主办的2020年(第37届)全国医药工业

信息年会中荣获“2019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入围“2020年浙江省省级绿色工厂名单”、“2020年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

创新能力百强”。益玛欣黄体酮胶囊获“2020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妇科用药优秀产品品牌”称号。 

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如下： 

1、营销方面工作 

（1）原料药业务稳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原料药的国内销售稳定，以一致性评价和原料药关联审评为抓手，与客户的质量、研发等部门建立了共

同沟通平台，不断巩固、维护重点客户和重要销售渠道，确保了原料药的国内销售市场份额。原料药国外销售稳步上升，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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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开拓国际市场，国外规范市场有了明显增长；销售与注册、质量工艺、生产等部门积极互动；及时完成从城南厂区到杨府

原料药新厂区的生产场地变更工作，仙居原料药新厂区的部分产品已形成销售；加强和Newchem公司的沟通和合作，提升

了仙琚--Newchem联合在全球激素供应领域的地位，已有两个联动品种形成商业化稳定供货。 

公司原料药业务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和沉淀，积累了大量技术成果和人才资源，在成本、质量、技术方面形成了全球市

场竞争优势。 

（2）制剂销售强化管理，业绩稳中有升 

报告期内，制剂销售根据市场及时调整策略，继续推进合规管控，财务测算管理水平有效提高。通过重点管控第三方终

端渠道，推进“益玛欣”等重点产品市场的分销；对经销商实行分级管理，促进了市场的覆盖；强化招商代理客户的规范管理，

积极拓展终端市场。推行临床大区二级管理模式，提高大区的自主管理能力；明确KA队伍和OTC代表的工作职责，理顺 KA 

队伍的管理模式；全面对接“阿里健康”“京东健康”等互联网销售渠道的合作，充分依托互联网的优势特色，提升公司产品线

上品牌销量。积极探索以患者为中心的商业模式，结合互联网发展和医生需求，开展生殖中心线上转诊和妇科患者教育，取

得了一定成效。 

2、研发及技术创新方面工作 

公司产品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已完成8个品种12个规格的一致性评价研究上报国家药监局，其中3个品种获得批准，罗

库溴铵注射液为全国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 

公司已申报一致性评价及新仿制产品情况表： 

序号 性质 产品 适应症类别 目前进展 

1 一致性评价 罗库溴铵注射液 麻醉肌松 过评（2020年12月） 

2 一致性评价 非那雄胺片 雄激素补充 过评（2021年3月） 

3 一致性评价 米索前列醇片 妇科生殖 过评（2021年1月） 

4 一致性评价 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麻醉 已发补、补充资料 

5 新仿制 甲泼尼龙片 皮质激素药物 临床试验现场检查 

6 新仿制 舒更葡糖钠原料药及制剂 麻醉肌松拮抗剂 药学审评完成 

7 一致性评价 泼尼松龙片 皮质激素药物 已发补、补充资料 

8 一致性评价 氟马西尼注射液 麻醉拮抗 已发补、补充资料 

9 新仿制 苯磺顺阿曲库铵注射液 麻醉肌松 药学审评 

10 新仿制 戊酸雌二醇片 雌激素补充 药学审评 

11 一致性评价 醋酸泼尼松片 皮质激素药物 药学审评 

12 一致性评价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皮质激素药物 药学审评 

   注：公司一致性评价品种22个，已申报8个；新仿制品种18个，已申报4个。 

      “仙居甾体药物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列入省科技厅创建项目，“甾体药物工程研究中心”项目列入省发改委创建计划。

制剂研发能力显著提升，经过近几年的建设积累，公司拥有了仙居和杭州二个研发基地，团队具有了常规制剂、半固体制剂、

吸入制剂和腔道给药制剂的研发能力。原料药研发平台已初步构建，甾体药物原料药的研发能力和优势已凸显。建立公司的

DMF编程和模板，并完成了13个产品的DMF编制；建立和Newchem公司的联动开发机制；开展了曲安奈德等无菌原料药的

研究；生物发酵技术取得了进展。 

3、生产体系内部管理工作 

仙居原料药厂区：紧扣合规开展工作，持续推进以合规为基础的综合成本管控体系。质量管理体系稳步改善，成绩显著：

完成国内30个批文产品的生产场地转移工作；获得19张COPP证书，确保印度注册产品的销售。EHS体系按时完成仙居原料

药项目生产许可证变更换证和一期项目三同时环保验收的工作；及时通过园区“一厂一策”的预评审；不断完善设备设施，优

化内部管理，实现 EHS 实质管理体系水平不断提升。充分运用项目管理机制，在高效解决问题中提升员工能力。 

台州仙琚：继续深化过程管理，部门岗位《工作清单》已开始试运行，生产车间转变作业模式，出台了《调薪、晋升考

核办法》；持续推进“团队+支持平台”的重点项目工作；成立成本精细化管理提升项目团队，持续推进预算精细化管理；坚

持源头设计理念的工程项目已初见成效，罗库溴铵、维库溴铵等项目一次性试产成功；EHS在合规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源头

治理与EHS源于设计的理念开展提升工作。 

制剂事业部：通过采用及时调整生产节奏、实施人员共享项目提高人员利用率；2020年已完成所有原药搬迁品种制剂相

关的工作；积极配合一致性评价及新产品开发工作。结合新的《药品管理法》及相关法规要求，持续开展质保体系二次提升

工作，保证六大质保系统全覆盖管理和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管理，努力实现每时每刻GMP常态化；持续推进药物警戒工作。 

4、职能部门内部管理方面工作 

报告期内，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紧急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工作，保证了

公司的日常运营，保障了员工健康安全。整合集团各方资源，同时推行集团化招聘、薪酬体系优化、培训体系优化、制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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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优化等重要项目。初步建立了集团预算管控体系，以事业部和各版块为单元进行预算管控；完成总公司和杭州办事处、杭

州研究院互联互通信息化管控。积极推进20余个国内注册项目的开展；国外注册重点关注仙居原料药厂区场地转移的变更申

报工作，同时承接 Newchem 公司产品的进口注册工作。 

5、再融资及对外投资方面工作 

报告期内，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可〔2020〕2217号），并经深交所同意，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72,992,700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999,999,990.00元，为高端制剂国际化建设项目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公司通过履行董事会等决策程序，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坚持聚焦主业，放弃参股公司索元生物公司、天台药业公

司的增资认购权；完成仙琚卢森堡公司、仙琚萃泽医药科技增资流程；新设立研发机构杭州仙琚科技创新有限公司、仙琚（嘉

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浙江仙琚置业有限公司、杭州能可爱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积极配合协助参股公司索

元生物公司、天台药业公司完成多轮融资、股改工作。 

6、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方面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梳理内控制

度，对《公司章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幕信息保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

理制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等6项制度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加强了内控管

理，强化了风险防控，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持续规范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和信息披露工作，不断

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提升了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良好形象。 

7、党群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切实推动公司党建工作与公司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政治引领作用。顺利完成党委、工会和团委的换届选举工作；积极发挥公司通讯员队伍

的宣传力量，紧密结合实际工作，充分利用公司宣传栏、微信平台、公司内部办公网、钉钉、企业报等宣传阵地，宣传防疫

知识、价值观、战略重点工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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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皮质激素 1,781,450,963.50 940,422,545.53 52.79% 6.66% 14.29% 3.53% 

妇科及计生用药 848,574,237.09 560,125,378.91 66.01% 0.20% -8.34% -6.15% 

麻醉及肌松用药 632,282,774.10 490,763,868.59 77.62% 12.84% -1.29%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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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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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73,426.38 -27,373,426.38  

合同负债       24,224,271.13      24,224,271.13 

其他流动负债  3,149,155.25 3,149,1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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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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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嘉兴医药公司 设立 2020年10月 350万元 70.00% 

杭州科技创新公司 设立 2020年12月 350万元 70.00% 

(二)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百泓医疗公司 注销 2020年10月 -9,419,910.57 -73,804.53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宇松 

                                                                202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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