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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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香港联合交易所：

http://www.hkexnew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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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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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20 元（含税）。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包含公司股

权激励已行权股数后的总股本为 2,842,445,936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1,193,827,293.12 元（含税），占当年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23.44%。实施分配后，

公司结存合并未分配利润为 27,404,770,741.55 元。本报告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2 年 3 月 2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上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并于同日披露相关公告。同时，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计划第

一批期权正处于可行权期。根据前述情况，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之前，总股本可能会因非

公开发行及股权激励行权的因素发生变动。 

如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为基准，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本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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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医药 601607 600849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上海醫藥 02607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津竹 卢烨、孙诗旖 

办公地址 上海市太仓路200号上海医药大厦 上海市太仓路200号上海医

药大厦 

电话 +8621-63730908 +8621-63730908 

电子信箱 pharm@sphchina.com BoardOffice@sphch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公司是沪港两地上市的大型医药产业集团，是控股股东上实集团旗下大健康产业板块核心企

业，主营业务医药工业、分销与零售均居国内领先地位，具备独特的产业链综合优势，能够最大

程度地分享中国医药健康行业的持续增长机会，并能通过业务板块间的资源共享产生协同效应。 

医药消费具有刚性属性，医药行业呈现弱周期性的特点。医药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发

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十四五”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变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开局起步相互交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

医药行业发展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新的特点： 

1、新一轮技术变革和跨界融合加快。围绕新机制、新靶点药物的基础研究和转化应用不断取

得突破，生物医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以基因治疗、细胞治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生物技

术日渐成熟，为医药行业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提供了广阔空间。 

2、全球医药格局面临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国愈发重视医药行业的战略地位，同

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塑，向更高价值链延伸的一批中国药企有望加速

成为世界性领先药企。 

3、新发展阶段给医药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全国推进，

居民健康消费升级，医药行业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我国经

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医药行业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 

总体来看，“十四五”期间医药行业将进入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更高水平

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行业情况 

报告期内，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各国家和地区疫情防控逐渐常态化，新冠疫情影

响边际缩小，医药行业运行逐步恢复常态。 

在国家顶层设计以及相关部委的推进下，“三医”联动改革持续深化。医药方面，鼓励创新、

仿制药带量采购依然是关注热点，同时进一步促进中医药产业、罕见病药等发展；医保方面，持



续深化支付方式改革，结合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带量采购常态化推进、国家医保谈判等一套组合

拳进一步推动行业良性发展；医疗方面，发布基本药物目录调整等重要政策。 

  

类别 时间 部门 文件 内容 

顶层规划 2022/01/30 

工信部、发改

委、科技部、

商务部、卫健

委、应急管理

部、国家医保

局、国家药监

局、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等九

部门联合发布 

《“十四五”医药

工业发展规划》 

1、“十四五”期间全行

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0%以上； 

2、增强临床急需的罕见

病药保障能力，多项政

策鼓励企业加快相关品

种开发。 

医药流通 2021/10/21 国家商务部 

《“十四五”时期

促进药品流通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 

到 2025 年，药品批发百

强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

批发市场总额 98%以

上。 

中药发展 

2021/02/09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中医

药特色发展若干

政策措施的通知》 

更好发挥中医药特色和

优势，推动中医药和西

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

展 

2021/12/31 

国家医疗保障

局、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 

《关于医保支持

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出继承好、发展好、

利用好中医药的具体措

施 

疫苗行业 2021/10/09 国家药监局 

《疫苗生产流通

管理规定（征求意

见稿）》 

提出我国应实现疫苗最

小包装单位从生产到使

用的全过程可追溯。 

基药目录 2021/11/15 国家卫健委 

《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管理办法（修

订草案）》征求意

见 

对基本药物目录进行动

态调整。 

医保目录 2021/12/3 国家医保局 

《国家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药品目

录(2021年)》 

医保、基药目录扩容，

共计 74 种药品新增进

入目录，11种药品被调

出目录。其中 67种目录

外独家药品谈判成功。 

带量采购 2021/11/04 国家医保局 

《关于做好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协议期满

后接续工作的通

知》 

对采购协议期满后平稳

接续提出系列要求 

 

公司积极融入国家战略，正确预判行业形势，未雨绸缪。一方面，公司多年来不断加强学术

品牌建设，扩大市场覆盖，优化市场结构，以更广覆盖、更好口碑、更佳疗效，使更多医生和患



者认可产品价值；另一方面，公司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以临床需求为导向，通过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体制机制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目标转型成为研发驱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领先

药企，重点布局在抗肿瘤、自身免疫病、精神神经系统和心血管领域的创新产品，着重发展治疗

性抗体、基因治疗产品、微生态新品、疫苗、细胞治疗产品、新型制剂的改良型新药、罕见病药

物以及现代中药等领域。 

公司以“服务+科技+金融”为核心推进创新转型，大力推进服务创新，持续拓展新市场、新

业务、新模式。公司聚焦创新药、疫苗、器械、医美等优势赛道，开展业务模式创新，以院边店、

双通道为重心加快专业药房布局，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特色化、全病程、多层次的医药专业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速创新突破，深化集约化发展，凝聚发展合力，创新服务模式，强化

资本运作，实现了经营业绩增长以及经营质量、盈利能力、创新动力、运营效率、行业地位提升，

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医药工业：公司医药工业位列全球制药企业 50强第 42 位。公司拥有丰富的产品资源，常年生产

近 700个中药和化药品种，20多种剂型。公司始终坚持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持续的资源挖掘

和重点产品聚焦战略，实现工业板块的持续快速发展。公司以满足临床需求为导向，不断加大创

新投入，积极配置资源，加快自研和产品引入，逐步由普通仿制药企迈向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研

发型医药企业转型。在创新药板块，以中央研究院为核心平台，围绕国内 1类新药和美国 505b(1)

开发为目标，重点布局生物药，聚焦肿瘤、精神神经、心脑血管、免疫调节等领域，发展治疗性

抗体、基因治疗、免疫细胞治疗、疫苗、微生态、抗生素等产品，构建符合临床需求的创新产品

链。在化学药板块，以技术创新中心为核心平台，以技术平台建设带动制剂创新，建立强技术基

础上的速度与成本竞争优势，侧重于开发高端制剂仿制药，立足难仿、抢仿、复杂剂型等改良型

新药。在中药板块，以中药研究所为核心平台，开展循证医学研究，重点开展中药大品种二次开

发，并推进院内制剂开发、经典名方开发。在罕见病药板块，以罕见病药事业部（上海上药睿尔

药品有限公司）为核心平台，通过现有产品二次开发、项目合作引进等，为罕见病患者提供更多

具有临床价值的药品。同时，公司正进一步完善医疗器械发展平台。 

 

医药商业：公司是国内第二大全国性医药流通企业和最大的进口药品服务平台。公司分销网络覆

盖全国 3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其中通过控股子公司直接覆盖全国 24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

覆盖各类医疗机构超过 3.2 万家，零售网络分布在全国 16 个省区市，零售药房总数超过 2,000

家，持续为各级医疗机构、零售机构、合作伙伴及患者提供高效、便捷、可靠的服务。公司与国

内外主要的药品制造商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持续推进服务创新，通过提供现代物流、信息化服

务、金融服务、全渠道整合营销服务等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与创新性服务解决方案，引领行业价

值创新，逐步向“科技型健康服务企业”转型。公司积极推动国内药品及健康产品的供应链升级，

以科技信息化手段，利用自身平台优势，以新机制持续开展新业务拓展和模式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的行业地位不断提升： 

 在 2021 年《财富》世界 500 强中位列第 437 位； 

 在《财富 Fortune》（中文版）发布的 2021 财富中国 500 强中位列第 58 位； 

 在《福布斯》发布的 2021 年全球企业 2000 强中位列第 964 位； 

 在商务部发布的《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报告》中位列中国医药流通业务规模体量第 2 位； 

 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 2021 中国企业 500 强中位列第 122 位，中国制造

业企业 500 强中位列第 48 位； 

 在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医药工业企业百强中位列第 8 位，荣获中国医药工业信

息中心发布的 2021 年中国医药研发产品线最佳工业企业称号；  



 在美国《制药经理人》公布的全球制药企业 50 强中位列第 42 位；  

 在上海市企业联合会、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上海市企业家协会、解放日报社联合发布的

2021 上海企业 100 强中位列第 12 位，在上海制造业企业 100 强中位列第 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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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35,509,161.71 149,185,655,478.63 9.55 137,026,395,859.72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9,359,479,911.36 45,354,677,688.57 8.83 41,659,054,746.92 

营业收入 215,824,259,035.31 191,909,156,160.88 12.46 186,565,796,464.0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093,467,260.97 4,496,216,958.55 13.28 4,080,993,663.5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4,000,930,187.78 3,821,211,801.14 4.70 3,460,828,347.77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061,326,276.35 6,844,720,625.06 -26.06 6,022,385,613.17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0.76 10.34 
增加0.42个

百分点 
10.12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 

1.79 1.58 13.28 1.44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 

1.79 1.58 13.28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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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99,987,610.03 53,637,481,271.94 55,735,242,519.31 54,851,547,634.0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20,145,073.35 1,447,614,903.35 916,471,961.45 609,235,322.82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1,213,423,438.75 1,337,610,498.90 993,824,973.42 456,071,276.71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00,044,685.20 3,271,062,705.00 753,612,847.80 2,136,695,4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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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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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①
 

-45,373,400 749,116,324 26.358 0 未知 
  境外

法人 

上药集团 0 716,516,039 25.211 0 无 
  国有

法人 

上实集团及其全资附

属子公司及上海上实 
45,409,700 367,823,198 12.942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0 85,333,703 3.002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②
 

3,032,772 53,112,408 1.869 0 未知 
  境外

法人 

国盛集团及国盛资产 0 44,632,100 1.570 0 无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

组合 
-9,357,406 14,893,700 0.524 0 未知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0 11,964,367 0.421 0 未知 

  

未知 



阿布达比投资局 9,833,165 11,275,274 0.397 0 未知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0 9,986,887 0.351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实集团为上海上实实际控制人，上海上实为上药集团控

股股东。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市国资委的全

资附属公司，上海盛睿投资有限公司及国盛资产为上海国

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本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 

注： 

①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为代客户持有，

上表中其持股数剔除了上实集团及其全资附属子公司持有的 145,521,400 股 H 股以及国盛集

团及国盛资产通过港股通持有的 23,515,100 股 H 股。因香港联交所有关规则并不要求客户申

报所持有股份是否有质押及冻结情况，因此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无法统计或提

供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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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上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五

期超短期融资

券 

21 上海医药

SCP005 
012102515 

2022年 1月 13

日 
30 2.60 

上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六

期超短期融资

券 

21 上海医药

SCP006 
012103012 

2022年 2月 24

日 
30 2.44 

上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七

期超短期融资

券 

21 上海医药

SCP007 
012104031 

2022年 4月 28

日 
30 2.64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本期债券已于 2021年 11月 7日完成兑付及摘牌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

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2021年 1月 18日，本公司按时兑付上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应付本息。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 2021年 1月 22日，本公司按时兑付上海医药集团股份



五期超短期融资券 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应付本息。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

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2021年 4月 15日，本公司按时兑付上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应付本息。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

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2021年 5月 20日，本公司按时兑付上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应付本息。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

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2021年 7月 15日，本公司按时兑付上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应付本息。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2021 

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2021年 8月 19日，本公司按时兑付上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应付本息。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3.86 63.31 上升 0.55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000,930,187.78 3,821,211,801.14 4.70 

EBITDA全部债务比 0.12 0.12 /  

利息保障倍数 6.36 6.08 4.63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业绩概况 

2021年，又是全球疫情反复和医药政策频出的一年。鼓励创新、仿制药带量采购依然是关注

热点；与此同时，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罕见病药创新等也颇受行业关注。面临巨大挑战和机遇，

公司克服多重不利因素，抢抓机遇，奋力求新，各项业务取得了较好发展。2021 年，公司再次入

选《财富》世界 500强，位列第 437位，较上年提升 36 位；并再次入围全球医药工业 50强，排

名提升至第 42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58.24亿元（币种为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 12.46%。其

中医药工业实现收入 250.98 亿元，同比增长 5.71%，毛利率 57.80%（其中 60 个重点品种销售收

入 147.24亿元，同比上升 9.31%，平均毛利率 71.38%）；医药商业实现收入 1,907.26亿元，同比

增长 13.42%。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93亿元，同比增长 13.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加研发费用合计为 70.81亿元，同比增长 15.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 40.01 亿元，同比增长 4.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加研发费用合计为 59.88 亿元，同比增长 9.32%。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入 50.61 亿元，继续

保持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达到 25.03亿元，同比增长 26.94%，其中研发费用 19.87亿元，同

比增长 19.96%。 

 

（二）经营工作亮点 

 

 融产结合 创新发展 

 

1. 百亿定增引战成功落地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提高治理水平、完善经营机制、增强市场竞争力，上

海医药于 2021年启动百亿级定增项目，并拟引进云南白药为战略投资者。发行完成后，

云南白药将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度参与公司治理与运营。2022 年 3 月 22 日，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 

通过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将进一步优化上海医药的股权结构，推动体制机制改革

的进一步深化，为公司长远发展带来新动能。同时，公司亦将基于自身丰富的中药资源

（主要包括 7 家核心中药子公司、9 个广受认可的核心品牌、3 项国家保密配方及 860

种中药产品），与云南白药在中药大健康领域充分挖掘双方在资源、品牌建设及渠道等方

面的优势，开展业务协同，共同打造中药及大健康业务平台。 

 

2. 上药康希诺疫苗基地建成投产 

在市委、市政府及相关委办局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医药与康希诺开展合作，举集团

之力用半年时间建成了一座按照 GMP 要求设计的年产能 2 亿剂、从原液到制剂一体化的

新冠疫苗工厂，开创了上药基建项目“速度之最”。该项目以上海上药康希诺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上药康希诺”，分别由上海医药持股 48.958%、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持股 1.245%、康希诺持股 49.797%）为承载主体，为构筑应对重大传染病的疫苗大规



模生产基地奠定了基础。截至 2021 年年底，上药康希诺已获得上海首张新冠疫苗生产

许可证，并获发制剂生产批件，成为上海首家获批生产新冠疫苗的企业。2022年 1月 27

日，上药康希诺生产的新冠疫苗在位于宝山的“超级疫苗工厂”正式宣告量产上市，并

于当日开打第一针。该疫苗名为“克威莎”，是迄今为止国内获准使用的 7款新冠疫苗中

唯一一款单针新冠疫苗，因 1剂有效、14天快速形成保护的特点，能够更快实现大规模

接种，对于行动不便和工作繁忙的居民而言更为便捷。克威莎也是国内首批获准用于序

贯加强免疫接种的新冠疫苗之一。 

 

3. 推进上海生物医药前沿产业创新中心建设 

报告期内，上海医药联合上实集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中科院分子

细胞卓越创新中心、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共六家单位，就上海生物医药前沿产业

创新中心的设立进行了破题，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

协同的创新联合体。 

创新中心集聚上海市“名校”、“名企”、“名院”尖端科研力量，将采取市场化运作

方式，通过多种形式引进高端人才，紧扣新药从先导化合物发现到候选药物分子的获得、

再到临床研究（Ⅱ期临床以前）的研发流程，自建系统化、高效率、高级别、可及性强

的药物通用型发现技术平台及孵化转化平台，成为高校院所和中小医药企业原创成果孵

化转化的坚实桥梁。中心拟通过 5-10年的积累，成为全球领先的针对肿瘤与免疫的新型

药物及治疗方法创新转化+产业化高地，做真正的 first-in-class新药，服务于全球临

床患者，助推中国生物医药的原始创新。目前该中心设立方案已基本确定，正在积极推

进中。 

 

4. 罕见病平台切入新业务 

近年来国家日益重视罕见病领域，连续出台多项鼓励政策，涉及罕见病用药保障、

药品研发、税收减免等多个方面。上海医药响应国家号召，于 2020年设立了罕见病事业

部暨运营主体——上药睿尔，开展罕见病平台实体化运作，2021年度罕见病研发投入超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以上药睿尔为平台，一方面集中现有的罕见病品种资源，另一方面

与该领域的国内外研发机构及研发型公司密切对接，积极引入前沿创新品种，目前共有

在研项目 16 项，涉及全球创新药、首仿药以及多个临床急需的短缺药物，涵盖肿瘤、运

动神经元、内分泌、心血管、代谢等多个罕见病门类，包括一类新药 1 项，二类新药 2

项及多个临床急需的三类、四类项目。目前已有 1 项进入Ⅱ期临床，1 项进入Ⅲ期临床

研究阶段，多个产品进入待申报生产阶段。 

 

罕见病在研项目 

序号 
药品名称/代

号 
适应症 

截至报告期末在中国

的研发进展 

截至报告期末在

其他国家的研发

进展 

1 SRD1301 
急性白血病、乳腺癌、

尿路上皮癌等 
完成申报，审评中 —— 

2 SRD2407 肺动脉高压 工艺验证 —— 

3 SRD4512 渐冻症 准备申报生产 —— 

4 SRD1302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处方工艺研究 —— 

5 SRD1403 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准备开展工艺验证 —— 



6 SRD3405 
苯丙酮尿症/高苯丙氨

酸血症 
完成处方工艺研究 

完成处方工艺研

究（美） 

7 SRD2304 肺动脉高压 工艺验证 —— 

8 SRD4406 结节性硬化/肾癌 完成工艺验证 —— 

9 SRD3308 肝豆状核变性 处方工艺研究 
处 方 工 艺 研 究

（美） 

10 SRD4610 肌萎缩侧索硬化 临床 II 期 —— 

11 SRD5211 抗过敏 临床 III 期 —— 

12 SRD3213 糖原累积症 临床前 —— 

13 SRD4009 婴儿痉挛 真实世界研究 —— 

14 SRD6214 α-地中海贫血 临床前 —— 

15 SRD6016 血友病 临床前 —— 

16 SRD4415 C 型尼曼匹克病 完成申报 —— 

 

上药睿尔重点产品介绍如下： 

 通过控股凯川医药，获得 SRD4610 项目未来获批后的独家生产制造权益、独家

市场推广和销售权益，并于 2021 年 11 月完成签约。SRD4610 用于治疗肌萎缩

侧索硬化症，CDE 已经给予该品种“特殊评审资格”（绿色通道），预计完成

Ⅱ期临床后即可获批上市。截至 2021年底，Ⅱ期临床试验已完成近半患者入组。 

 与科信必成完成 SRD5211 项目合作研发协议。该品种用于治疗急性荨麻疹，为

目前唯一的二代抗组织胺注射剂型，国内研发处于Ⅲ期临床研究入组阶段。 

 与瑞金医院签订 SRD6214项目转让协议。SRD6214用于治疗α-地中海贫血，同

类产品在国内尚未开展临床试验，该品种有望成为α-地中海贫血的一线用药。 

 产品线中 10个用于解决国外有药、国内无药及原料制剂一体化提高患者可及性

的三类、四类项目都在稳步推进中。 

 

上药睿尔与政府组织、医疗机构、科研院所、患者群体等合作，积极推动罕见病防 

治保障政策加速落地，完善罕见病生态环境建设。2021 年，与中国罕见病联盟、北京协

和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

研究所、中国药科大学、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杭州蔻德罕见病关爱中心等合作，

举办了二十余次的学术活动。 

未来三年，上海医药将把上药睿尔着力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罕见病药物创新研发基 

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罕见病药物转化基地、罕见病药物高端国际化生产基地及急需罕

见病药品的保供基地。 

         

        5. 上药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张江路 92 号） 

随着公司创新药管线不断丰富以及创新合作平台的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公司急需进

一步完善研发、孵化、中试、产业化等方面的创新平台。张江路 92号项目地处生物医药

产业集聚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腹地，一期建设资金达 20.88亿元，主要聚焦治疗性抗

体、细胞治疗、微生态、基因治疗等领域，目标为打造集“新的研发中心、创新孵化平

台、中试及产业化平台”三大功能为一体的国内领先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项目设计获

得“美国 AIA 建筑设计大奖”和“A+ Awards 建筑设计大奖”，得到国际业界的高度认可。 

 

6. 构建领先的“互联网+”医药商业科技平台 



上药云健康持续打造以“益药”系列为核心的全国新特药销售与服务的首选品牌，

通过领先的专业药事服务体系，建立起中国第一的一体化全国专业药房网络以及差异化

优势的 2B 数字化平台+2C 互联网平台，为新特药提供全面销售与服务网络。2021 年 1

月 18日，上药云健康完成 10.33亿元 B轮融资，开启深度混改下的全面升级与发展的快

车道，2021年营业收入实现超 50%的大幅增长。报告期内，上药云健康全面收购、深度

融合康德乐大药房、百济大药房的专业药房网络和领先的互联网药事服务体系，并以“益

药”品牌统一上药体系内全国院边药房，夯实“互联网+”医药商业科技平台。旗下“益

药·药房”，作为创新药进入中国的首选渠道，2021年实现近 50单创新药新品首发和全

国首单落地，占上市新特药首单的约 80%；同时全程参与了革命性疗法 CAR-T 在中国上

市的商业化落地的全流程模式设计，引领全新行业标准。 

镁信健康作为“互联网+医+药+险”生态模式的创立者，致力于通过创新医疗支付

模式，打通患者、药企以及商保公司，推动金融工具与医疗领域的深度融合。2021年 3

月，镁信健康宣布完成 10亿元 B轮系列融资，成功跻身医疗科技独角兽行列。8月，镁

信健康又完成超 20 亿元 C 轮融资，距上轮融资时隔仅 5 个月。2021 年，镁信健康实现

新增服务保单数超 1亿单。城市惠民保险作为健康险市场热点，2021 年新增惠民保险产

品 46 款，新增服务保单数近 6,000 万。报告期内，镁信健康与国内仅有的两大 CAR-T

疗法的药企在支付端建立了战略合作，让患者用药不但买得到，更能买得起。由于在保

险业创新和转型中的突出贡献，镁信健康被《中国银行保险报》评为 2021年度中国保险

业服务创新典型案例。 

 

 研发投入再创新高  首例 license-out顺利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码研发，研发总投入达到 25.03 亿元，同比增长 26.94%，占工

业销售收入的 9.97%。其中研发费用 19.87 亿元，同比增长 19.96%，占工业销售收入的 7.92%。 

 

1. 新药管线加速扩张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有安柯瑞（重组人 5 型腺病毒）、凯力康（尤瑞克林）、培菲康（双

歧杆菌三联活菌）3 款 1 类新药上市，临床申请获得受理及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新药管线已

有 47 项，其中创新药 39 项，改良型新药 8 项。在创新药管线中，已有 6 项处于关键性研究

或临床 III 期阶段。 

 

1） 主要在研新药统计 

 

分类 数量（按适应症计算） 备注 

创新药 39 29 个项目进入临床阶段，另有

10 个项目临床申请已获得受理 

改良型新药 8 3 个项目进入临床阶段，另外 5

个项目临床申请已获得受理 

合计 47 / 

 

2）在研创新药管线 

序号 治疗领域 
药品名称/

代号 
适应症 

截至报告期末在

中国的研发进展 

截至报告期末

在其他国家的

研发进展 

1 心血管 I001 原发性轻、中度高血压 临床 III 期 / 



2 消化代谢 X842 反流性食管炎 临床 III 期 / 

3 肿瘤 BCD-100 宫颈癌 临床 III 期 / 

4 肿瘤 BCD-100 非小细胞肺癌 临床 III 期 / 

5 精神神经 SRD4610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临床 II 期 

（关键性研究） 
/ 

6 感染 I008-A 艾滋慢性异常免疫激活 

临床 II 期 

（关键性研究，

待与 CDE 沟通确

认） 

/ 

7 自身免疫 I008 类风关 临床 II 期 / 

8 消化代谢 I001-A 糖尿病肾病 临床 II 期 / 

9 自身免疫 I001-B 炎症性肠炎 pre-IND 
美国，临床 II

期 

10 肿瘤 I036 尤文氏肉瘤 临床 IIa 期 
*美国，临床 II

期 

11 肿瘤 B003 乳腺癌 临床 II 期 / 

12 肿瘤 I022 晚期实体瘤/脂肪肉瘤 临床 I 期 
美国，临床 II

期 

13 心血管 
注射用丹酚

酸 A 
冠心病心绞痛 

临床 I 期 

（已完成） 
/ 

14 精神神经 I037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临床 I 期 

（已完成） 

*美国/台湾，临

床 II 期 

15 肿瘤 B001 非霍奇金淋巴瘤 
临床 I 期 

（已完成） 
/ 

16 肿瘤 I020 晚期实体瘤 临床 I 期 / 

17 肿瘤 I022-K 晚期实体瘤 临床 I 期 / 

18 肿瘤 I025-A HER2 阳性晚期乳腺癌 临床 I 期 / 

19 自身免疫 B001-C 视神经脊髓炎 临床 I 期 / 

20 肿瘤 B006 
渐变性大细胞淋巴瘤

（PTCL），霍奇金淋巴瘤 
临床 Ib 期 / 

21 肿瘤 B007 非霍奇金淋巴瘤 临床 I 期 / 

22 肿瘤 B015 晚期实体瘤 临床 I 期 / 

23 肿瘤 I010 非小细胞肺癌 临床 I 期 / 

24 肿瘤 B002 乳腺癌 临床 I 期 / 

25 消化代谢 SI006 肠易激综合征 / 
加拿大/美国，

完成临床 I 期 

26 肿瘤 B010-A 晚期肝细胞癌 IIT / 

27 肿瘤 
自体细胞免

疫疗法 
肺癌 IIT / 

28 肿瘤 B019 白血病（原儿中心项目） IIT / 

29 自身免疫 B001-A 多发性硬化 获得临床批件 / 

30 肿瘤 I025 HER2 阳性晚期乳腺癌 pre-IND / 

31 精神神经 I040 抑郁症 pre-IND / 



32 肿瘤 BCD-021 非小细胞肺癌，结直肠癌 pre-IND / 

33 肿瘤 BCD-022 乳腺癌 pre-IND / 

34 自身免疫 BCD-057 类风关 pre-IND / 

35 自身免疫 BCD-085 银屑病 pre-IND / 

36 自身免疫 BCD-085 强直性关节炎 pre-IND / 

37 肿瘤 B013 乳腺癌 pre-IND 
*美国，临床 I

期 

38 肿瘤 B013 套细胞淋巴瘤 / 
*美国，临床 II

期 

39 肿瘤 B013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美国，临床 II

期 

40 自身免疫 KBL697 银屑病 临床前 
*美国/澳大利

亚，临床 II 期 

41 呼吸系统 KBL693 哮喘 临床前 
*澳大利亚，临

床 I 期 

*注：合作开发品种，海外权益归属于合作方 

 

3）重点在研新药项目介绍 

 I001 项目： 

I001 片是新一代口服非肽类小分子肾素抑制剂，属于化学药品 1 类。I001 片作

为新作用机制的降压药物，2021 年 6 月 10 日 III 期首例患者入组后，已经顺利完成

III 期第一阶段临床试验和数据清理，有望为广大的轻、中度患者提供一种有效的治

疗途径和更丰富的治疗手段。公司深入的药理学和转化医学研究发现，肾素在炎症

性肠病（UC）病灶处高表达，进而激活补体系统、加剧炎症，并在临床前体内外实

验中证实了 I001 对 UC 的药效显著。2020 年 12 月 30 日，I001 新适应症 UC，获得

FDA 的 II 期临床试验资格，并在国内同步申请了针对该适应症的临床试验。同时，

基于慢性肾病会影响肾素分泌、加剧病情的考虑，研究者在自发性慢性肾功能不全

合并慢性心力衰竭（NYHAⅡ-Ⅳ级）恒河猴模型上应用 I001，也发现能显著改善蛋

白尿。2021 年 7 月 30 日，获批国内糖尿病肾病 II 期临床，并开展临床试验。 

 

 I022-K项目： 

I022-K 是上海医药自主研发的化药 1 类新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I022-K

片具有广谱的抗肿瘤作用，用于晚期实体瘤的治疗。其具有激酶抑制活性高、肿瘤

细胞增殖抑制活性好、体内抑瘤药效强以及联合用药增效明显等优点。特别是针对

KRAS 突变型的肿瘤，具有显著的疗效。KRAS 突变与肿瘤的相关性很高，尤其在胰

腺癌中的发现率高达 90%，结肠癌 52%，多发性骨髓瘤 43%，肺癌 32%，无标准治

疗方案，市场潜力很大。2021 年 8 月 27 日，获得临床试验批准，2022 年 1 月 20

日，I 期临床试验第一例受试者成功入组，进展顺利。 

 

 B007 项目： 

重组抗 CD20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是新型人用重组单克隆抗体制品，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其人源化程度较高，预期比利妥昔单抗具有更低的免疫原性和

更长的半衰期。B007 为其皮下注射剂，与静脉注射相比，临床施用优势明显。

皮下注射制剂较静脉制剂可以避免输注反应的风险，免疫原性极低，安全性



良好。皮下注射可自行注射，且治疗时间短，一般仅需 5 分钟，而静脉注射

则需约 2 小时，其使用便捷性可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并大幅减轻医疗负担。

此外，B007 的体外活性、靶点选择性、体内药效及治疗窗与部分同类药（利

妥昔单抗、Obinutuzumab 奥滨尤妥珠单抗、Ofatumumab 奥法木单抗等）相当

或具有一定优势。2021 年 11 月 30 日，该项目 I 期临床首例受试者入组，目

前进展顺利。  

 

 B006 项目： 

该药物是注射用重组人鼠嵌合抗 CD30 单克隆抗体-MCC-DM1 偶联剂，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拟用于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和皮肤 T 细胞

淋巴瘤。靶点 CD30 在霍奇金淋巴瘤(HL)、渐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CL)中高表达，

全球同靶点 ADC 药物 Adcetris 对 HL 和 ALCL 的临床有效率分别达 73%和 86%，

有效补充了传统 ABVD 方案治疗霍奇金淋巴瘤造成的毒性大、耐药性和复发

高问题。与同靶点药物 Adcetris 相比，B006 没有旁观者效应，安全性更高。

此外，B006 采用的是不可降解的连接子，并未发现 MDR1 介导的 B006 药物外

排，可能临床疗效更佳。该项目已经完成 I 期临床剂量递增阶段的试验，正在

进行剂量扩增阶段的临床试验。  

 

 NJ-2021-002（Z）（痔疮）和 NJ-2021-002（F）（放射性直肠炎） 

NJ-2021-002（Z）、（F）为改良型新药项目，通过对已有活性药物全新药理机制

的开发，同时改变活性成分的给药途径，实现药物在新领域的开发和应用。该药物

为强效的选择性白三烯受体抑制剂，兼具抗炎和促进愈合作用，并可作用于氧化应

激损伤。根据产品作用机理和药效试验结果，研发团队研制了全球首款可用于肛肠

局部使用的无菌凝胶制剂，用于促进痔疮手术后创面的愈合，缓解水肿及疼痛，抑

制瘙痒。该适应症于 2021 年获得临床默示许可，并于 2022 年 3 月启动临床 I 期试

验，预计上市后可有效缓解痔疮手术患者伤口水肿疼痛和愈合困难的问题。同时，

该药物亦可通过粘膜保护，促进创面愈合，抑制炎症和肠道纤维化；也可用于抗氧

化应激，防治放疗引起的氧化性损伤，相关适应症已在 2021 年 12 月申报 IND，并

于 2022 年 3 月获批 IND。该产品上市后，有望成为全球首个拥有“放射性直肠炎”

适应症的药物，填补放射性直肠炎的临床用药空白。 

  

 FZZ-2021-003（骨关节炎） 

FZZ-2021-003 为改良型新药项目。该项目针对骨关节炎发病机制中的关键

靶点，应用现有活性药物，通过特殊的载药技术，使药物以全新的给药途径

直接作用于病灶部位，从而发挥活性药物作用，实现软骨细胞微环境的改善，

促进软骨再生，阻断炎症，中止和逆转损伤。该项目已完成动物药效、药理

试验，正在开展处方工艺优化研究，预计 2022 年进入 IND。产品上市后，有

望成为第一款真正针对病因，并能实现改变疾病进程作用的骨关节炎药物。  

 

4）引进与对外授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首个自主研发创新药的海外权益 license-out，将 SPH6162 海

外权益授权于沪亚生物。 

 SPH6162 是由上海医药中央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小分子抗肿瘤新药。2021 年 10

月，沪亚生物与上海医药达成协议，以最高不超过 2.92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



另加 3-6%的销售提成，获得 SPH6162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区域外的

独家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授权以及再许可的权利。 

 

在创新产品引进方面，公司也接连取得进展，成功签约贵州生诺 X842 新型抑酸项

目、韩国 KoBioLabs 益生菌项目（KBL697 与 KBL693）、Phagelux抗菌 ClyO项目等多个

license-in产品，与台湾顺天医药合作的急性脑卒中新药 I037也进展如期。 

 X842 是新一代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断剂（P-CAB）口服药物。公司以不超过人民

币 6.9亿元（除销售提成外）的交易金额取得贵州生诺新型抑酸剂 X842项目原

料药及制剂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及台湾的独家委托生产和所有适应症的工

业销售权。 

 KBL697 与 KBL693 是两款已进入临床阶段、用于治疗多种免疫系统疾病的单株

活菌药品，目前已在澳大利亚完成 I期临床研究。开发阶段公司付款总计不超

过 1,225 万美元（若豁免在中国的 I期临床研究则额外支付 100万美元），产

品上市后的销售里程碑付款总计不超过 9,500万美元，另按净销售额的 3-5%计

算销售提成。 

 ClyO 是一款新型作用机制的抗葡萄球菌属细菌的噬菌体裂解酶，相对传统抗生

素，ClyO体外杀菌强力速效，不易产生耐药性。公司以不超过 5,050万美元（除

销售提成外）的交易金额取得抗细菌感染新药 ClyO项目在中国大陆、香港与澳

门的研发、生产、注册、经销、销售、营销、推广和再许可的权利，包含 ClyO

针对金葡菌导致的系统性感染适应症。 

 与台湾顺天医药（6535.TW）合作的急性脑卒中新药 I037（“注射用 LT3001”）

Ⅰ期临床试验于 2021年 1月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截至 2022年 1月底已完成

Ⅰ期临床试验，Ⅱ期临床试验启动中。 

 

2. 技术创新中心平台成效初显 

为进一步推动改良型新药和高端制剂的布局、加快技术研发进程，公司与国内多家

知名高校、研发机构、企业建立了深入合作关系，并积极推进吸入制剂、缓控释制剂、

口溶膜制剂、复杂注射剂、原料药等多个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推动新型制剂技术、原料

合成技术的探索和应用研究。报告期内，技术创新中心已开发 2 类新药项目共计 16 个，

较 2020 年增加 12 项，管线已覆盖呼吸、心血管、精神神经、镇痛、抗感染、消化代谢

等多个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上药技创分别与杭州艾瑞莎、江阴贝瑞森、臻赫医

药等企业签订了引进协议，引进了 AP2500、UP-611、GenMA-001等改良型新药项目，进

一步丰富了公司新品管线。 

2021 年 12 月，公司与特色缓控释新药研发公司越洋医药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签订

了 1.5亿元的 C 轮增资协议，布局缓控释技术领域，进一步补充改良型新药产品管线，

并将携手推动精神神经领域的新型制剂开发。截止至 2021年末，越洋医药获得固体口服

缓控释改良型新药临床默示许可 15项，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上海医药孵化的惠永公司完成了数亿元人民币的 A+轮融资。该轮融资由

国鑫投资领投，原股东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跟投。惠永公司成立于 2018年 5

月，是一家改良型创新药研发公司，拥有包括口服缓控释、靶向制剂、难溶性药物制剂、

新型注射液、工艺转化和质量研究等在内的多个高端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平台。 

同期，公司与九洲药业共同出资组建的浙江上药九洲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正式揭牌，

致力于打造全国一流的高端创新制剂平台，并已启动抗感染、降糖、PPI等药物的研发。 



 

3. 一致性评价加速获批 

仿制药方面，公司 2021年共计 22个品种（29个品规）通过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过评产品累计增加到 40 个品种（56 个品规），位居行业前列。其中，注射剂一致性评

价工作实现“零”突破，共 4个品种（注射用头孢曲松钠、注射用兰索拉唑、盐酸利多

卡因注射液和盐酸多巴胺注射液）获批通过。2021年新增一致性评价过评产品明细表详

见下文“主要研发项目基本情况”。 

 

4. 产学研合作多点开花 

公司以“自主研发+对外合作”的模式持续拓展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药产品群，以市

场化体制机制为基础，与多家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达成战略合作。报告期内，

该类研发创新合作平台工作推进进度如下： 

 交大医学院及交大附属医院：上海医药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刘俊岭教授团队、

上海二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共同组建的混

合所有制企业——上海循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8 月正式宣布成立并

举行开业典礼。该公司重点聚焦抗体药物、核酸药物及细胞治疗领域，致力于

全新致病机制的探索及多个领域创新药物的研发，同时也是“产-学-研-资”

合作模式的重大创新成果。公司目前已进入正常运营状态，2022 年预计将有

1-2 个创新药项目进入临床阶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第一批合作研发项目均已启动并正常推进中，第二轮合作

研发项目已有 5个在前期评估或合作洽谈中。 

 沈阳药科大学：签约 1个早期创新药项目。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签约 4个早期创新药项目。 

 儿童医学中心：已拟定新版全面合作协议，双方拟在罕见病、儿童制剂、公司

管线适应症拓展等方面进行合作。 

 

 营销思路创新求变  精益制造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变化积极更新产品规划，构建销售一代、发展一代和布局一代

产品链，工业板块在市场营销和生产制造两方面都加强了精益化、集约化管控，均收获了良

好成效。 

 

1. 40个过亿品种 

公司围绕大产品的聚焦战略，以“一品一策”为抓手，实现全年工业销售收入过亿

产品数量 40 个，覆盖心血管、消化系统、免疫代谢、全身抗感染、精神神经和抗肿瘤等

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对政策影响和行业变化趋势进行研判，相应调整营销策略，加

强精细化招商，拓展空白区域，细分目标市场，以专业合规的态度开展各项产品推广活

动。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注射用胰蛋白酶、甲硫酸新斯的明注射液、注射用硫代硫酸

钠、胃复春等过亿品种通过整合供应链、改进销售模式、加强市场投入，实现销售收入

同比快速增长。 

同时公司加快推进中药大品种培育工作，不断探索传承创新中药发展，坚持学术推

广和临床科研项目研究，加强专家库建设，摸索新增产品功能主治，强化临床循证证据

探究，如瓜蒌皮注射液、冠心宁片等，实现中药大产品较快增长。 

 



2. 质量为先 科技赋能 

上海医药以质量为先，建立了覆盖药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控体系。报告期内，公

司下属企业上药控股荣获“上海市 2020 年度政府质量金奖”；下属企业上药第一生化荣

获“2021 年度上海市企业质量管理领域数字化转型优秀案例”、标准项目《生物医药质

量控制实验室数字化要求》获评“上海标准”。公司围绕优化生产布局、提升技经指标、

全面精益管理、加大集中采购、提高人员效率、加强节能降耗六大举措，全力推动降本

增效，集团总体成本费用率下降 1.75%。卓越制造和技术创新方面，子公司上药第一生

化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单位申报的上海市市级科技重大专项“超限制造”

项目通过中期验收。 

 

 商业网络深化布局  新业务贡献突出 

公司在积极保持现有商业业务稳定发展的同时，努力拓展网络覆盖，同时挖掘和构建新

的商业模式和核心能力。 

 

1. 巩固全国进口药和创新药服务龙头地位 

进口药品方面，公司全年成功引入 18 个进口总代品种，继续保持了进口创新药商

业总代的半壁江山。公司着力打造创新药服务平台，为全球医药企业创新产品提供涵盖

上市前合作、进出口服务、全国分销、创新增值四大领域的全供应链一站式管理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的战略投资者，

与其在物流仓储、全国分销、“互联网+”新零售、创新金融支付、创新药全生命周期管

理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并帮助艾力斯在研药物加速完成商业化进程。另外，公司旗下

上药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作为基石投资者参与了赛生药业香港上市发行认购，并围绕赛

生药业的多个进口原研产品，在药品上市前服务、国际供应链、全渠道覆盖、新零售拓

展、创新支付等多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进口疫苗代理方面，公司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43 亿元。目前二类疫苗销量主要

还是受到疫情防控的一定影响，但未来仍具有较好的发展空间。公司拥有领先的疫苗供

应链服务平台，具有覆盖全国的冷链物流能力。过去两年内，公司以新冠疫苗合作引入

为突破，进一步将产业链从进口分销延伸至生产与研发，加快疫苗领域产业布局。 

 

2. 持续拓展网络覆盖 

公司在各区域布点空白地市，通过并购方式加速国内分销网络覆盖，同时推动省平

台股权整合，提升区域市场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合作新设公司、同比例增资、

收购兼并等方式完成了重庆、云南、湖南、辽宁等的多个商业及器械项目，并正在积极

推进西藏、青海等空白省份的商业网络布局，进一步巩固网络优势。 

 

3. 整合上药康德乐四年成效显著 

自 2018 年以来，上海医药坚持五位一体、多管齐下，从战略、组织、管理、业务、

信息等多层面推进深度整合上药康德乐。经过四年努力，在医药行业基本面承压的态势

下，上药康德乐发展态势全面向好，盈利能力持续提升，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销售净

利率从 2017 年的 0.65%攀升至 2021年的 2%。 

 

4. 推进器械大健康等非药业务成为企业增长新引擎 

2021 年，公司器械、大健康等非药业务销售约 247亿，同比增长约 28%。上药控股

在全国共开展设备代招业务项目 330个，中标额 9.06亿，上药科园器械业务累计引进超



过 8,000个新产品。公司积极召开全国范围内的器械研讨会，挑选不同品类中的龙头供

应商作为目标进行联合拜访，梳理品种资源，理顺业务管理流程，扩大协同效应，助力

器械分销业务持续发展。 

 

 加快拓展国际业务  推进海外公司建设 

公司国际业务事业部积极开展集团工业产品海外注册工作，2021 年已启动 10 个 A 类产

品的海外注册项目。考虑到工业产品海外出口业务规模尚小且分散，公司还拟于泰国新设海

外销售公司，推动公司的药品、医械、保健品等产品出口至泰国以及其它东南亚市场，进一

步提高集团工业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海外并购方面，上海医药旗下上药医械于 2021 年 6 月收购 Fimet Invest Oy（“芬兰菲

曼特”）100%股权。芬兰菲曼特成立于 1981年，以生产经营牙椅及其他牙科相关设备为主，

并作为第一批进入中国的海外企业，与上药医械合作成立上海菲曼特已有 27年。本次收购后，

上药医械在口腔医疗行业建立起了医疗设备加耗材的的完整架构，将欧洲研发设计与中国生

产制造叠加，整合成“一个菲曼特”的运营模式，快速开拓国内外市场；在此基础上，通过

BD 不断提高口腔产业的丰富度，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品牌。 

 

 建设数字化上药  打造高效组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以“数字化上药建设”赋能业务，以大数据为手段进一步提升公司

的体系能力，打造高效组织、建立核心支撑平台。以“可视、可管、可调”为主导原则，内

部形成公司经营分析驾驶舱，为管理层及时准确掌握企业经营发展状况、有效做出决策提供

有力的数据基础，外部打造公司宣传企业价值的窗口，实现信息的及时有效披露。通过数据

指挥中心一期项目的实施，公司的数据化管理和服务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后续公司还将重

点拓展人力资源平台的对接与应用，并推进大数据信息化在产品规划、营销、制造、研发等

方面的应用，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益。 

 

 确立人力资源规划  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 

在人力资源体系建设方面，公司制定了集团新三年人力资源战略规划，明确总体目标、

重点举措及行动计划；启动集团岗位职级体系搭建项目，为推进组织岗位标准化奠定扎实基

础；加快实施人才多种渠道获得机制，持续提升雇主品牌影响力；完善干部人才管理制度，

加强人才的引入、发展和留用，强化核心人才队伍建设，为不断丰富人才储备积蓄力量；坚

持倡导绩效文化，探索多元绩效考核，营造充满活力的人才激励机制和用人机制，进一步激

发人才的潜能和动力；以人力资源数字化建设为驱动，夯实人力资源体系能力建设，提升运

营效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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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