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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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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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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47,977,15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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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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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宇股份 股票代码 3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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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 姜露露 / 杨鹏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江口化工开发区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江口化工开发区 

传真 0576-89189660 0576-89189660 

电话 0576-89189669 0576-89189669 

电子信箱 stock@tianyupharm.com stock@tianyuphar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天宇股份是一家专业从事中间体、原料药、制剂业务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医药制造企业。产品主要涉及降血压、降血糖、

抗病毒、抗哮喘、抗凝血等心血管类药物，按照业务模式的不同，分为 CDMO 原料药及中间体、仿制药原料药及中间体、

制剂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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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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601,655.48 4,889,568,135.11 18.63% 2,840,227,79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09,213,349.61 3,546,738,191.13 4.58% 2,037,135,649.1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545,009,527.24 2,587,395,711.15 -1.64% 2,110,595,68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676,095.23 667,060,796.19 -69.32% 585,725,74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785,455.62 592,199,080.72 -72.85% 576,415,800.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230,037.31 622,180,520.44 -142.15% 427,836,939.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2.06 -71.36% 3.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2.05 -71.22% 3.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5% 28.54% -22.89% 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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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922,502.57 608,209,953.29 572,701,915.62 605,175,15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460,919.02 47,159,622.31 25,423,098.34 -1,367,54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3,453,524.66 26,394,546.12 16,200,836.27 -15,263,451.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377,478.53 -54,130,233.10 -56,842,661.37 -76,879,6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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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2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1,22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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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洁 境内自然人 35.07% 122,028,474 96,566,605 质押 10,800,000 

屠勇军 境内自然人 16.41% 57,109,409 42,832,056 质押 18,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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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州圣庭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19% 21,544,945    

屠善增 境内自然人 3.01% 10,479,056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聚信价

值优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 6,9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添富

创新医药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4% 4,299,943    

#珠海阿巴马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阿

巴马元享红利 11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6% 4,033,00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四

二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4% 3,273,572    

马成 境内自然人 0.87% 3,017,968 2,263,47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永赢长远价

值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4% 2,565,6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林洁女士和第二大股东屠勇军先生系夫妻关系，二者分别直

接持有公司股票 122,028,474 股和 57,109,409 股，并通过全额出资设立的浙江台州圣庭投

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21,544,945 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屠勇军先生

系持有公司 10,479,056 股的屠善增先生之子。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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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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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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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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