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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4                               证券简称：福安药业                        公告编号： 2021-041  

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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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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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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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安药业 股票代码 3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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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沁 陶亚东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黄杨路 2 号 重庆市渝北区黄杨路 2 号 

电话 023-61213003 023-61213003 

电子信箱 tangqin@fapharm.com taoyadong@fapharm.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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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21,422,115.57 1,162,070,824.60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753,262.26 132,326,860.83 -1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94,237,950.95 124,677,766.97 -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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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785,393.91 35,851,803.67 -216.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8% 3.27% -0.69%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044,225,322.95 5,972,794,421.99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42,689,345.18 4,100,195,667.69 1.0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7,56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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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汪天祥 境内自然人 24.00% 285,499,420 214,124,565 质押 25,760,000 

蒋晨 境内自然人 2.53% 30,062,100 22,546,575   

福安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1.83% 21,774,713 0   

孙光辉 境内自然人 0.94% 11,155,918 0   

黄涛 境内自然人 0.93% 11,123,442 8,342,581   

GRACEPEAK 

PTE LTD. 
境外法人 0.87% 10,346,937 0   

申万宏源证券－

民生银行－申万

宏源领航 200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2% 9,745,795 0   

陈智展 境内自然人 0.50% 5,949,909 0   

任明 境内自然人 0.46% 5,481,496 0   

陈智颖 境内自然人 0.43% 5,165,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其中公司股东孙光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155,918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155,918 股； 

公司股东陈智展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5,949,909 股,实际合计持有 5,949,909； 

公司股东陈智颖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165,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165,1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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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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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 年上半年，公司紧密围绕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目标，加强内部管理，提升管理效率，产品研发并取得积极成效，

工程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市场销售取得积极进展，同时报告期公司着眼长远发展，加大研发投入，同时

为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增加了管理费用，上半年净利润有所下降。公司经营业绩总体保持平稳，但美国项目运营情况不及

预期，未完成业绩承诺指标。 

1、经营业绩总体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2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7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19.33%。 

报告期，公司管理费用发生 9510.01 万元，同比增加 21.99%。研发投入发生 7501.44 万元，同比增加 40.19%。同时，

受美国新冠疫情影响，美国子公司 Red Realty LLC 经营情况不及预期，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6.9 万元，亏损 32.34 万元。综

合以上因素，公司报告期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2、产品研发取得积极进展 

报告期，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药品研发工作取得积极成果，进入收获期。特别是在产品一致性评价工作上，公司子公司

的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注射用头孢米诺钠、罗库溴铵注射液、注射用头孢他啶、枸橼酸托瑞米芬片、多索茶碱注射液、

盐酸昂丹司琼注射液等产品通过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时，注射用奥美拉唑钠一致性评价已获得受理。  

3、努力开拓市场，营收保持稳定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21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在医保控费、集中采购、招标降价等系列行业政策实施的背

景下，医药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公司持续加强销售队伍管理，不断优化市场推广方案，完善销售渠道，在合法合规前提下不

断提高市场推广能力。同时，公司积极参与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注射用头孢他啶中选全国药品集中

采购。公司将积极推进更多产品参与集中采购，以扩大相关产品的销售，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公司品牌影响力。 

4、加强管理，推进工程项目建设 

报告期，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梳理管理制度和框架，优化管理结构，持续推

进集团管理模式，强化集团总部对子公司人事行政、财务、工程建设、质量、采购等业务的归口管理，采用电子审批系统提

升管理效率的同时防范内部控制风险。报告期，子公司天衡药业易地搬迁工程建设项目合理筹划、稳步推进，安全施工，为

确保如期完工交付使用打下良好基础。博圣制药长寿区原料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进展顺利，部分车间已如期投产。同时，公

司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和环保管理，落实各项管理措施，未发生产品质量、安全、环保等重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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