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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4                         证券简称：金石亚药                        公告编号：2021-014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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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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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亚药 股票代码 30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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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强 张天涯 

办公地址 成都市家园路 8 号大地新光华广场 A1 区 8 楼 成都市家园路 8 号大地新光华广场 A1 区 8 楼 

传真 028-87086861 028-87086861 

电话 028-87086807 028-87086807 

电子信箱 goldstone@goldstone-group.com goldstone@goldston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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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分为医药健康和专用设备技术研发及制造两个板块。 

（一）医药健康领域 

1、快克、小快克系列非处方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在非处方药领域，公司重点产品为“快克”复方氨酚烷胺胶囊、“小快克”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以及“快克露”愈美甲麻敏

糖浆、“快克啉”多潘立酮片等快克系列产品。“快克”、“小快克”产品经过近二十年的品牌积累，已经成为国内家喻户晓的感

冒药品牌，在健康消费者中享有较高知名度，产品及品牌竞争优势显著，并获得国家“驰名商标”的荣誉。借助“快克”、“小

快克”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公司在非处方药领域积极拓展布局，将“快克”从单一的感冒药品牌升级成多品种、系列化的

非处方药品牌，形成“快克”、“小快克”的产品矩阵，拥有覆盖面更广、产品更互补的市场竞争优势。 

2、今幸胶囊等保健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在保健食品领域，公司生产和销售今幸胶囊、今幸牌氨糖软骨素维 C 锰咀嚼片等保健产品。今幸胶囊突破了传统的人

参服用方式，利用专利技术提纯人参中的有效成分，其人参皂苷 Rh2 含量达到 16.20%，是 CFDA 审批的第一个人参皂苷

Rh2 单方产品，其主要功效为增强人体免疫力，提升睡眠质量，有效改善亚健康状态。公司积极选取保健产品品种，丰富保

健产品品类，扩大公司在补益类保健产品的市场份额。同时，充分利用线上渠道的便捷高效对保健食品进行销售推广，已自

建 B2C 电商交易平台并广泛布局于天猫、京东等主流电商平台，缩短经销环节、直接服务终端客户，渠道成本及库存压力

低于传统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3、中药材、中药饮片的生产和销售 

在中药饮片领域，公司借助“快克”品牌影响力，逐步开发“快克本草”系列中药饮片推出市场，收到较好的市场反馈。 

4、处方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在处方药领域，公司聚焦非疫情相关产品，关注招投标工作，并积极通过学术推广、拓展代理商等方式，扩大销售规

模。公司目前已经拥有多种创新西药产品，主要包括“快克泰”庆大霉素普鲁卡因维 B12 颗粒、西洛他唑片、双氯芬酸钠缓

释片、尼莫地平缓释胶囊等。在现代中药行业，公司具有较好的研发能力，其中，已研发成功并推出市场的中成药品“续断

壮骨胶囊”属于国家中药二类新药，主要用于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市场前景广阔。 

（二）专用设备制造领域 

1、钢增强塑料复合管道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公司维持和发展钢增强塑料复合管道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客户提供钢增强塑料复合管全套生产工艺、技术解决方案

及成套生产设备（生产线）。 

2020 年，公司对原有产品缠绕钢丝增强管生产设备和钢带增强塑料管生产设备进行了技术改进和研发迭代。公司的主

要产品为钢增强塑料复合管生产线，现有如下主要产品：高速缠绕钢丝增强管生产线、钢带增强塑料管生产线、、孔网钢带

生产线、带式增强（RTP）管成套设备。 

2、真空镀膜设备的研发和制造 

真空镀膜设备的研发和制造是公司在专用设备技术研发及制造领域新拓展的业务。主营业务为真空镀膜设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真空镀膜设备的下游较为广泛，主要为塑料制品装饰领域、汽车车灯及内外饰件、电子技术应用领域和太阳能

热能利用行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3、垂直循环式立体停车库 

垂直循环式立体停车库项目为公司募投项目之一。目前，上市公司正在积极推进该项目。在现阶段我国大中城市汽车

保有量不断增长、停车难问题亟待解决的背景下，垂直循环式立体停车库将成为公司在专用设备技术研发及制造领域重要业

务发展方向。公司已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下一代库内调头技术，使垂直循环式立体停车库更加符合中国市场。同时又研

发了第一代智能充电垂直立体停车中心，提供一种电动汽车商用大功率快速立体充电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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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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777,296,370.16 1,005,606,188.19 -22.70% 970,716,00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7,659,653.86 120,334,377.62 -671.46% 149,153,32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696,349,938.08 110,154,009.03 -732.16% 141,295,164.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990,041.53 186,467,495.08 -28.68% 199,082,344.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1 0.30 -670.00%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1 0.30 -670.00%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98% 4.45% -33.43% 5.77%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494,196,271.25 3,230,264,178.78 -22.79% 3,190,770,64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7,270,468.68 2,732,504,696.54 -26.18% 2,644,309,828.6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8,017,683.01 129,232,678.07 147,014,931.03 293,031,07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98,254.47 -15,908,576.31 -98,942,444.64 -592,506,88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385,108.04 -18,309,911.61 -100,969,466.90 -595,455,667.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146,139.57 99,893,076.18 -8,714,704.76 100,957,8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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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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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18.25% 73,335,3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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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一希 境内自然人 16.63% 66,793,680 50,095,260   

王玉连 境内自然人 4.85% 19,500,633 0   

杨晓东 境内自然人 4.55% 18,281,844 0   

楼金 境内自然人 3.64% 14,638,327 10,978,745   

浙江迪耳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3% 14,564,367 0   

傅海鹰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9% 8,377,960 0   

海南亚东南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 8,155,544 0 质押 8,155,543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梧桐 19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7,242,620 0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天堂硅谷－金石定

增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6% 7,084,21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蒯一希和杨晓东是夫妻关系，合计持股 85,075,52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1.18%。浙江迪

耳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南亚东南工贸有限公司是楼金实际控制下企业。除此之外，未发现

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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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报告期内的主要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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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729.6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2.70%；其中，机械制造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17,139.71

万元，占收入总额的 22.05%，较上年同期增长 13.13%；医药制造行业实现营业收 56,279.68 万元，占收入总额的 72.40%，

较上年同期下降 29.36%；房产租赁和管理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4,310.24 万元，占收入总额的 5.55%，较上年同期下降 2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8,447.4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71.46%。 

二、 报告期内的公司运营情况 

（一）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 

2020 年，四川金石亚药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医药大健康和专用设备制造两大板块，均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冲击，经

营业绩出现波动。 

1、医药大健康板块的运营情况 

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医药行业整体承压，增速下降。金石亚药受复方氨酚烷胺胶囊退出医保目

录、各地临时性的感冒类药品限购禁销政策以及在疫情非正常状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理念转变升级的情况下，感冒类

药品整体市场容量缩小等多种负面因素的作用下，公司药品、保健食品和其他业务受到影响。具体情况简述如下： 

1.1 药品业务 

OTC销售是公司主营业务，2020年出现销量减少，业绩下滑的不利局面，疫情形势最为严峻的前三季度，与 2019年同期

比较，下滑幅度较大，进入四季度，销量有所复苏，业绩开始回补。 

中药饮片及相关业务方面，2020年迎来调整之年，这一年，重新规划和设计了饮片产品体系；成立了康宁大药房和景宁

中医综合诊所；建成了配煎中心，从而走出了公司向产品+服务运营模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一步。 

1.2、保健食品业务 

2020年，公司着力拓宽主力品牌“今幸”的市场幅度，努力实现从原先的市场定位、受众人群积极扩增至 HPV免疫力

提升、大众化普通受众的品牌战略，截止当年年底，这一战略转型并未完成。受竞品新入，市场分流等环境因素以及推广、

渠道等自身因素所致，业绩出现下滑。 

1.3 其他业务 

亚科中心在确保严格防控疫情的同时，发力招商工作。受楼宇租赁业务行业环境低迷的影响，业绩出现下滑。 

2、专用设备制造板块的运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专用设备制造领域，加大创新研发；在新材料增强塑料管材机械方面，完成了高速钢丝网增强复合塑

料管成套工艺的更新和成套设备的研发，完成了此类产品的迭代，强化了公司在钢增强塑料复合管道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完成了带式增强（RTP）管成套设备的研发，提供适应不同增强带材的多种缠绕增强解决方案，进行精准化、专业化营销，

其成套设备和技术在报告期内形成了国际销售。在智能垂直立体停车库方面，研发了第一代智能垂直立体停车立体停车中心，

提供一种电动汽车商用大功率快速立体充电方案。在真空镀膜方面，建立了万级洁净实验车间，更有利于磁控溅射真空镀膜

工艺的研究和技术、产品推广。 

2020年医药和设备制造板块均在后疫情的第一时间复工复产，面对生产不均衡导致的人员管理挑战、销售需求大幅波

动且难以预测、关键原料采购成本上涨等不利因素，苦练内功，创新求变，保证了安全生产与供应。 

（二） 报告期内的研发投入和进展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大健康板块研发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1）抗病毒药品的技术开发 

（2）两个化药的一致性评价项目技术开发 

（3）增强免疫力等保健食品的开发 

（4）益今生胶囊的临床研究和开发：益今生胶囊临床Ⅱa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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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靶向药物载体的研究：已申报相关专利 

研发是企业的生命线，为确保对研发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2020年下半年，整合体系内研发资源并通过股权结构

调整成立浙江金石亚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系统性完成研发团队的组织机构搭建和制度建设，为后续实现公司中长期的研发

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报告期内，公司专用设备制造板块研发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自主创新产品新申请专利 19项，取得专利授权 21项，逐步完成公司产品知识产权的系列化、网络化交叉布局。 

（三） 报告期内的资本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为丰富公司产业布局、弥补公司产品短板、强化公司规模优势、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定位，

公司积极与优质、潜力大、产业互补的企业展开广泛地、多渠道地接触，以控股整合投资为重点，积极推进对外投资项目的

立项调研及商业谈判。成功的对外投资项目，将有利于公司未来在创新、成本、市场等各要素间形成整合协同效应，进一步

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实现高增长率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在存量资本优化运营方面，启动创业园战略目标，为开展孵化器资质申报、培育楼宇经济和集聚优质医药产业资

源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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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套生产线 161,560,433.27 40,401,759.18 25.01% 17.26% -11.67% -24.68% 

快克、小快克 333,049,901.40 235,615,838.23 70.74% -38.81% -44.37%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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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当期数据 上期数据 增减比 

收入 777,296,370.16 1,005,606,188.19 -22.70% 

成本 358,407,973.02 357,438,785.65 0.27% 

净利润 -684,474,519.41 125,866,058.18 -643.81% 

项目 当期期末数据 上期期末数据 增减比 

存货 189,960,405.91 147,767,635.59 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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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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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收入大幅减少，致使公司 2020 年度的盈利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 

2、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亚药”）因新冠疫情影响， 2020 年度的业绩较上年同

期有较大幅度下降，盈利情况不及预期，且公司判断其盈利能力在短期内较难恢复。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

减值》及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在 2020 年度对因收购海南亚药股权而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报告期内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为 6.6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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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会计政策做如下变更：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22 号)，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

准则。 

1、原收入准则下，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商品销售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2)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

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

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新收入准则下，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

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公司属于在某一段时间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

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

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未引起本公司收入确认具体原则的实质性变化，仅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中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

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2、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3 号”），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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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 24 日，公司全资孙公司海南快克药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浙江快克药业有限公司，故本公司 2020 年度合并

范围增加浙江快克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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