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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9                           证券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2022-026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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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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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6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如公司总股本因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等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红金额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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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润三九 股票代码 00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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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辉 余亮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澜高新园区观清

路 1 号华润三九医药工业园综合办公中心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澜高新园区观清

路 1 号华润三九医药工业园综合办公中心 

传真 (86)755-83360999-396006 (86)755-83360999-396006 

电话 (86)755-83360999-393692,398612 (86)755-83360999-393692, 398612 

电子信箱 000999@999.com.cn 000999@999.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华润三九业务领域及业务模式 

华润三九的愿景是“成为大众医药健康产业的引领者”，创新运用中西医科学技术，专注高质量医药

健康产品创新研发和智能制造，服务中国家庭每一位成员，致力于成为中国医药健康第一品牌。 

在消费者端，公司通过对消费者自我诊疗需求的深入研究，制造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健康产品，经由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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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互联网等媒介与目标消费者进行沟通，并通过遍布全国的经销商、零售药店网络以及线上平台等进行

销售。CHC 健康消费品业务覆盖感冒、胃肠、皮肤、肝胆、儿科、骨科、妇科等品类，并积极向健康管理、

康复慢病管理产品延伸。公司依托 999 及多个专业品牌，以家庭常见疾病治疗及健康管理为出发点，结合

行业发展机会，以良好体验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满足每一个家庭成员从“预防、保健、治疗、康复”全

周期、多层次的健康需求。 

在医疗端，公司产品覆盖心脑血管、肿瘤、消化系统、骨科、儿科、抗感染等治疗领域，拥有参附注

射液、理洫王牌血塞通软胶囊、华蟾素片剂及注射剂、益血生胶囊、金复康口服液、茵栀黄口服液等多个

中药处方药品种，在中药处方药行业享有较高声誉，并在产品管线中逐步补充了有较高临床价值的化药产

品，公司拥有注射用头孢比罗酯钠独家许可权力，示踪用盐酸米托蒽醌注射液(商品名：复他舒®)于 2021

年 6月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并已上市推广。同时，中药配方颗粒是公司发展业务，生产六百余种单味配

方颗粒品种。公司通过对相关疾病诊疗方案的深入研究，研发并制造在临床上具有独特诊疗价值的药品，

以可靠的临床证据和专业的学术活动向目标客户群体进行推广，在各级医院实现销售。 

同时，公司发挥中药价值创造者能力和中、西医结合优势，聚焦核心品类，提升医院品牌影响力，对

CHC业务赋能，双终端协同，形成根深叶茂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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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4,307,980,616.84 22,010,147,281.16 10.44% 21,401,659,18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282,501,800.68 13,727,094,531.96 11.33% 12,760,124,455.5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5,319,993,634.64 13,637,258,153.77 12.34% 14,793,661,50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6,867,982.56 1,597,489,175.27 28.13% 2,098,848,62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52,916,806.59 1,334,881,828.68 38.81% 1,202,508,68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0,515,968.48 2,223,984,705.70 -15.89% 1,949,461,227.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9 1.63 28.22% 2.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9 1.63 28.22% 2.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1% 12.06% 2.05% 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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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9,841,527.03 3,676,926,095.78 3,342,508,202.94 4,220,717,8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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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2,951,077.43 722,241,053.11 375,960,095.40 305,715,75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3,177,654.02 641,628,343.67 354,722,439.70 233,388,36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730,291.31 1,054,532,656.15 132,459,071.27 404,793,9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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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6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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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60% 622,569,63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59% 84,094,041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高毅

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9% 42,000,000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

管理公司－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68% 6,693,771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

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4% 6,300,000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39% 3,861,808    

刘少鸾 境内自然人 0.34% 3,300,000    

道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道明中国收入成长基

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34% 3,289,200    

涿州京南永乐高尔夫俱

乐部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3% 3,260,000    

葛素芹 境内自然人 0.31% 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其他流通股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葛素芹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00,000 股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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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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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2021年12月1日，公司召开董事会2021年第十二次会议和监事会2021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2年2月15日，公司召开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和

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2年3月3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详细内容请详见2021年12月2日、2021年12月4日、

2022年2月11日、2022年2月16日、2022年2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o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2022年3月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o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http://www.coninfo.com.cn/
http://www.co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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