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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3                           证券简称：润都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4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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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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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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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时所确定的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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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都股份 股票代码 00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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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勇  

办公地址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北路 6 号  

传真 0756-7630035  

电话 0756-7630378  

电子信箱 rd@rdpharm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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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集药物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科技型医药企业，坚持以“专注成就卓越，技术承载

未来”的发展理念，始终秉承“呵护人类健康，提升生命质量”的使命，力争建设成为国内生产微丸制剂、抗

高血压沙坦类药物、抗消化性溃疡质子泵抑制剂等特色产品的领先企业。主营业务为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

医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应用范围涵盖消化性溃疡、高血压、手术局部麻醉、解热镇痛、抗感染

类、糖尿病等多个领域。 

主要产品包括：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厄贝沙坦胶囊、布洛芬缓释胶囊、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胶囊、厄贝

沙坦、缬沙坦等。目前已形成以抗高血压沙坦系列产品、抗消化性溃疡质子泵抑制剂系列产品为特色的产业链

一体化产品线，以肠溶及缓控释制剂（微丸制剂产品等）为特点的系列产品。具体产品如下： 

1)主要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产品 

厄贝沙坦、缬沙坦、坎地沙坦酯、奥美沙坦酯、替米沙坦、沙库巴曲钠、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缬沙坦钠；

雷贝拉唑钠、兰索拉唑、盐酸伊托必利；磷酸哌喹、伏立康唑、泛酸钠，盐酸左布比卡因、莫西沙星等。 

2)主要制剂类产品 

 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吻合口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卓-艾氏

（Zollinger-Ellison）综合征、辅助用于胃溃疡或十二指肠溃疡患者根除幽门螺旋杆菌；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该固定剂量复方用于治疗单用厄贝沙坦或氢氯噻嗪不

能有效控制血压的患者； 

 厄贝沙坦胶囊：适用于高血压病治疗； 

 布洛芬缓释胶囊：适用于缓解轻至中度疼痛如头痛、关节痛、偏头痛、牙痛、肌肉痛、神经痛、痛经。

也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 

 盐酸二甲双胍肠溶胶囊：本品首选用于单纯饮食控制及体育锻炼治疗无效的2型糖尿病，特别是肥胖

的2型糖尿病；对于1型或2型糖尿病，本品与胰岛素合用，可增加胰岛素的降血糖作用，减少胰岛素

用量，防止低血糖发生；本品也可与磺酰脲类口服降血糖药合用，具协同作用； 

 阿奇霉素肠溶胶囊：适用于化脓性链球菌引起的急性咽炎、急性扁桃体炎；敏感细菌引起的鼻窦炎、

中耳炎、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以及肺炎支原体所致的

肺炎；沙眼衣原体及非多种耐药淋病奈瑟菌所致的尿道炎和宫颈炎；敏感细菌引起的皮肤软组织感染； 

 奥美拉唑肠溶胶囊：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

泌素瘤）等治疗； 

 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适用于缓解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脊柱关节病、痛风性关节炎、风湿性关

节炎等各种慢性关节炎的急性发作期或持续性的关节肿痛症状；各种软组织风湿性疼痛，如肩痛、腱

鞘炎、滑囊炎、肌痛及运动后损伤性疼痛等；急性的轻、中度疼痛，如：手术、创伤、劳损后等的疼

痛，原发性痛经，牙痛，头痛等；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胶囊：适用于冠心病的长期治疗；心绞痛（包括心肌梗塞后）的长期治疗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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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洋地黄及/或利尿剂合用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盐酸伊托必利胶囊：适用于功能性消化不良引起的各种症状，如：上腹不适、餐后饱胀、食欲不振、

恶心、呕吐等治疗； 

 吲达帕胺胶囊：适用于轻-中度原发性高血压治疗； 

 盐酸左布比卡因注射液：主要用于外科硬膜外阻滞麻醉； 

 奥美沙坦酯片：适用于高血压病治疗。 

（2）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公司根据自身情

况、市场规则和运作机制，独立进行经营活动。 

1）采购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了采购管理制度，以及适用于不同类型原材料采购的质量控制规程等。公司首

先从合法合规的生产厂家中初步选择供应商，然后通过质量评估、现场审计等方式从中选择质量稳定、信誉好

的生产厂家作为合格的供应商并建立供应商档案。公司根据物料需求计划，从合格供应商处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已制定规范的生产管理制度，公司制剂产品、原料药生产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执行，

制剂和原料药生产车间均取得GMP证书。公司生产部门根据生产计划结合销售、库存情况组织生产，并根据市场

需求的变化情况调整月度产品生产计划，保证供求平衡，避免产品积压或脱销。 

3）销售模式 

公司制剂产品销售以专业学术推广为依托，采取合作推广、商业分销、区域控销等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公

司原料药、医药中间体销售采用经销、直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4）合同定制生产模式（CMO） 

医药企业对公司现场审计评估合格后，与公司签署相关保密协议，向公司提供产品生产所需的工艺、质量

控制等技术资料，由公司组织生产并只允许向对方供货，且不得将该等工艺用于其它产品的生产加工。产品领

域涵盖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和制剂药品。 

5）合作研究开发生产（CDMO） 

公司接受医药企业委托，从药学研究开始与药企持续合作，为药品生产涉及的工艺开发、配方开发提供支

持，主要涉及临床用药、中间体制造、原料药生产、制剂生产以及包装等定制生产制造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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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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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909,438,088.21 1,513,772,150.91 26.14% 1,326,680,48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2,155,581.51 1,038,233,649.90 7.12% 940,294,710.7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189,926,867.84 1,252,630,836.95 -5.01% 1,359,908,29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766,332.61 135,862,411.12 2.87% 118,896,72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633,376.77 113,745,137.62 11.33% 89,294,936.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906,013.15 250,346,177.78 -17.75% 151,299,880.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6 0.74 2.70% 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6 0.74 2.70% 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6% 13.81% -0.75%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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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097,123.51 250,431,083.30 287,967,164.04 327,431,49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43,698.73 29,538,513.19 24,011,269.96 51,172,85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378,567.30 27,155,152.92 21,915,193.32 45,184,463.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62,319.72 37,097,846.63 132,089,681.55 58,980,8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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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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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希 境内自然人 29.84% 55,420,875 0 质押 25,900,000 

陈新民 境内自然人 29.84% 55,420,875 41,565,656   

寇冰 境内自然人 1.94% 3,611,193 0   

卢其慧 境内自然人 1.59% 2,950,950 45,900 质押 1,175,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消费主

其他 1.56% 2,897,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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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周爱新 境内自然人 1.06% 1,961,200 27,00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融

泰三个月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2% 1,888,814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价值优

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4% 1,750,000 0   

珠海经济特区

凯达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3% 1,350,000 0   

上海甄投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甄投稳定 8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0% 1,105,6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李希、陈新民分别持有公司 55,420,875 股股份，两人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

占公司本报告期末总股本的 59.69%，系共同实际控制人。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

普通证券股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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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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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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