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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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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鉴于 2022

年泰州医院二期项目工程的全面建设施工对资金的需求较高，同时公司研发投入和投资也需要大

量资金支持，综合公司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 2021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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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莎普爱思 60316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明雄 李悦 

办公地址 浙江省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新明路

1588号 

浙江省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新明路

1588号 

电话 0573-85021168 0573-85021168 

电子信箱 spasdm@zjspas.com spasdm@zjspa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医+药”双轮驱动的战略，主要从事药品研发、生产、销售及医疗服务。

行业基本情况如下： 

（一）医药制造行业 

医药制造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龄化进程加快、

三孩政策的实施、政府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加大，医药需求持续增长。2021 年以来，政府对医药领

域的监管进一步加强，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持续深化，带量采购覆盖范围扩大和常

态化进行，医保谈判提速，医药制造业政策导向“质高价低”，产品核心竞争力逐渐转向创新、质

量和成本。在此背景之下，医药制造行业正加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市场竞争更趋激

烈，医药制造行业也将充满着变革。 

（二）医疗服务行业 

自 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部委印发了《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以

来，政府加大支持社会办医力度、推进“放管服”简化准入审批服务、支持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

医协同合作、优化运营管理服务、完善医疗保险支持政策，为社会办医提供了持续良好的政策环

境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极大促进了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根据《2020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 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02.3 万个，其中医院 3.5 万个。医院中，

公立医院 1.2 万个，民营医院 2.4 万个，民营医院相较于 2019 年增长迅速，数量显著提高。 

在政策积极鼓励的环境下，由于融资渠道广、管理和服务机制灵活，民营医院获得了较快的

发展，在医疗服务行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民营妇产科医院具有差异化服务特点，更能适

应不同人群的需求，其医疗环境、服务质量近年来提升巨大。 

（一）公司主要业务和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医药制造板块以及医疗服务板块。 

1、医药制造板块 

主要涵盖眼科用药（抗白内障类）、抗微生物药（头孢菌素类）、抗微生物药（喹诺酮类）和

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等细分治疗领域，主要产品包括苄达赖氨酸滴眼液、大输液和头孢

克肟产品等，其中苄达赖氨酸滴眼液在抗白内障药物市场中处于行业前列。 

2、医疗服务板块 

2020 年 5 月，泰州妇产医院挂牌成为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同年 10 月，公司完成了对泰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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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的收购，公司新增了医疗服务板块的业务。 

泰州妇产医院为二级甲等专科医院，集“医疗、保健、科研、教学”为一体。经泰州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核定床位 300 张，拥有员工 400 余人，设有包括妇科、产科、儿科、不孕不育科、宫

颈专科、内科、外科、产后康复科、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以及检验、病理、超声、放射等 20 余个医

疗医技科室。 

 

（二）公司经营模式 

1、医药制造板块 

1）采购模式 

公司由采购部统一负责原辅料和包装材料的采购。质量管理部与采购部对主要物料供应商进

行质量体系评估，建立供应商档案，形成合格供应商名录。采购部根据销售计划和生产计划制订

物料采购计划后，采购人员按照采购计划的数量、规格等要求，在合格供应商名录范围内进行物

料的选购。 

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常年保持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通过维持多家供应商采购的原则，确保公

司原材料的供应和价格的稳定。 

2）生产模式 

生产车间根据生产计划按 GMP 规范组织生产；生产管理部负责产品的生产管理，监督安全生

产，并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质量管理部负责对生产过程的各项关键质量控制点进行监督检

查，并负责原辅料、包装材料、半成品、成品的质量检验及生产质量评价。 

3）销售模式 

公司的产品通过经销商的销售渠道实现对零售终端和医院终端的覆盖，公司部分产品由公司

直供医院终端；非招标产品依据市场实际情况自主定价，招标产品以政府确定的招标价格为主。 

2、医疗服务板块 

1)采购模式 

为保证药品供应的及时性安全性，泰州妇产医院按照医保目录规定药品进行采购，对不在医

保目录内的药品及其他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均对供应商做资质审查，审查合格后列在供应商目

录中。 

泰州妇产医院采购部负责审核药品供应商资质，与符合要求的药品供应商签订《药品质量保

证协议》，双方确认合作事宜。 

2）销售模式 

泰州妇产医院的收入主要分为门诊收入和住院收入。医院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医疗服务

质量，通过病人的口碑形成医院的品牌；同时，医院通过积极参与公益行动，聘请专家名医等持

续提升医院形象和知名度。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585,354,631.15 1,672,903,308.03 -5.23 1,589,320,53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52,466,036.71 1,306,118,564.22 3.55 1,489,036,337.96 

营业收入 629,764,709.52 358,231,310.50 75.80 515,957,07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35,656,093.09 -179,369,256.25 不适用 7,857,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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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068,678.76 -212,272,767.68 不适用 -38,697,895.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0,782,133.55 44,090,367.21 128.58 59,469,247.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8 -12.83 
增加15.51个

百分点 
0.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56 不适用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56 不适用 0.0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53,160,950.86 163,576,418.46 156,368,821.41 156,658,51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88,392.31 16,466,969.27 9,191,599.10 -490,86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812,312.01 15,493,516.20 10,335,319.00 -4,572,468.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79,810.76 78,593,810.91 -48,732,221.35 58,440,733.2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13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49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陈德康 -17,524,167 52,572,504 16.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养和实业有限公司 0 31,154,075 9.6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谊和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0 23,365,557 7.2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80,000 21,452,390 6.6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同辉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17,524,167 17,524,167 5.4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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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国 -138,000 10,542,000 3.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泉平 0 5,511,000 1.7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何士明 -402,280 4,284,520 1.33 0 无 0 未知 

戴东坚 3,479,949 4,008,462 1.24 0 无 0 未知 

王璐 2,915,300 2,915,300 0.90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股东谊和医疗、同辉医疗是控股股东养和实业的全资子公司。

2、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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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2,976.47 万元，较 2020 年同期增长 27,153.34 万元，同比

上涨 75.80%，主要系 1）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逐渐减弱及公司推进营销改革，公司滴眼液、头

孢等产品营业收入增加；2）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完成对泰州医院并购，2021 年合并泰州医院全

年医疗服务收入 1.63 亿元。 

公司 2021 年度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65.61 万元，主要系 1）公

司本期资产减值计提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2）医疗服务板块，泰州医院经营稳定，报告期内贡献

利润 3,622.30 万元；3）医药制造板块，滴眼液、头孢等产品营业收入增加，同时研发费用大幅

增加，贡献利润较少。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