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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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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局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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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局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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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王生物 股票代码 0000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局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大凯 王云雷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三路 1 号海王银河科

技大厦 24 楼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三路 1 号海王银河科

技大厦 24 楼 

传真 0755-26968995 0755-26968995 

电话 0755-26980336 0755-26980336 

电子信箱 sz000078@vip.sina.com sz000078@vip.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创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医药产业发展，注重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目前已经形成了涵盖医药研发、医药制造、医药商

业流通的完善的产业链，为国内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型医药企业。 

2021年，医保谈判及带量采购等医保控费政策的最新出台，加速了医药行业的分工细化。面对各区域的常态化疫情管控，

医药流通行业经营管理压力持续上升。公司力求以稳健经营和控制风险为主，各区域在稳定业务的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逐

步调整商业运营模式，注重提升资金效率，提升业务调控、提升业务转型，保证公司在健康运营的轨道上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410.54亿元，同比增长2.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0.93亿元，同比增长

132.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0.42亿元，同比增长112.7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约8.66亿元。公司主要业务介绍如下：  

1、医药商业 

公司医药商业板块主要是为医院、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零售机构和分销商等下游客户提供药品、医疗器械等医疗用品的

配送流通及相关延伸增值服务。目前，公司已建立了覆盖全国20多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庞大医药商业业务网络体系。

公司医药商业业务通过山东海王集团、苏鲁海王集团、河南海王集团、湖北海王集团、安徽海王集团、广东海王集团六大省

级区域集团及上海海王集团和北京平台对下属医药商业企业进行管控。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商业板块实现营业收入约4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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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其中医疗器械流通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98.90亿元。 

根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药品批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排名”，公司医药商业规模排名全国第七名。 

2、医药工业 

公司医药制造业务以子公司海王福药、金象中药以及海王中新药业为主要平台，目前已搭建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医药制

药产品结构，公司拥有两个药品生产基地，分别位于福州市和北京市。福州生产基地拥有中成药（含片剂、胶囊剂、颗粒剂、

口服液、酊剂等十几个剂型）、化药（含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小容量注射剂、大容量注射剂等多个剂型）等368个国药

准字批准文号，其中254个品规入选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同时福州生产基地也是国家在福建省唯一指定的麻醉品

生产基地。北京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化药（含片剂、硬胶囊剂、散剂），持有138个国药准字批准文号，其中89个品种入选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58个品规入选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重点产品有谷维素片、氯芬黄敏片、马来酸氯苯那敏片、利

福平胶囊等。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海王福药的诺氟沙星胶囊于2021年1月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维生素B6片一致性评

价已完成评审，即将获批；公司受托生产的新药钠钾镁钙注射用浓溶液及多索茶碱注射液已完成评审即将获批；公司还拥有

多个新药和自主知识产权独家产品，在医药行业具有较强竞争优势。报告期内，医药制造板块实现营业收入约4.16亿元，食

品、保健品板块实现营业收入约1.94亿元。 

3、医药研发 

公司在研发领域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深圳市院士

（专家）工作站、深圳市海洋药物研究开发工程中心等技术创新平台。目前研发团队共有137人，已完成课题研究、出站博

士后30多名，博士后工作站被深圳市政府评定为博士后管理先进单位。 

报告期内，海王研究院构建的“小分子抗肿瘤创新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被广东省科技厅评定为“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海王研究院完成了研发质量体系建设，获批生产许可B证，通过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动态

评估。海王研究院多项仿制药及一致性评价研究项目不断推进，2021年2月“枸橼酸西地那非片”获得了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下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报告期内在研产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类别 治疗领域 研发进度 

1 HW130注射液 化药1类 抗肿瘤 启动I期临床研究 

2 二甲苯磺酸萘普替尼片 化药1类 抗肿瘤 取得临床试验批准 

3 ABRJ微乳溶液 化药2类 抗肿瘤 提交临床试验申请 

4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化药4类 勃起功能障碍 取得药品注册证书 

5 NEP018 化药1类 抗肿瘤 开展临床前研究 

 

报告期内专利授权项： 

序号 编号 说明 

1 201810669364.7  一种脱氢苯基阿夕斯丁类似物及其异构体的测定方法 

2 201910367576.4  一种基于多糖/聚肽的聚电解质复合物水凝胶止血剂 

3 201910774701.3  自组装多肽及其作为止血剂的用途 

4 201710493490.7  一种治疗小儿咽喉肿痛的中药口服液及其制备方法 

5 JP110002516 TUBULIN INHIBITOR 

6 201810670239.8 一种检测微管蛋白抑制剂及相关杂质的高效液相色谱法 

7 US 11192882 B2 Crystal form of small molecule immune compound,preparation method 
thereof and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ntaining the same  

8 202010676674.9 一种在肿瘤治疗中具有增效作用的化合物的应用 

 

报告期内专利申请项： 

序号 编号 说明 

1 202110713302.3  一种中药南蛇藤HPLC指纹图谱的建立方法 

2 202110689811.7  一种从南蛇藤中提取雷公藤内酯甲的方法 

3 202110720811.9  一种高效液相色谱梯度法同时测定盐酸丙卡特罗、杂质Ⅰ、杂质Ⅱ及

其他有关物质的方法 

4 202111065708.1  一种有效成分为天然提取物的泡腾片及其制备方法 

5 202111333124.8  山萘酚脂质体凝胶及其制备方法 

6 202111410287.1 一种对温度不敏感的稳定的艾地苯醌制剂及制备方法 

7 202111449888.3  雷公藤内酯甲吸入制剂在治疗肺炎药物中的应用 

8 202111625993.8  一种同时测定卡博替尼类似物及其有关物质的方法 

9 PCT/CN2021/074809 一种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10 PCT/CN2021/103412 一种在肿瘤治疗中具有增效作用的化合物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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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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03,849,419.61 39,720,506,526.80 -5.33% 41,168,283,71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22,126,598.89 5,878,794,515.68 -0.96% 6,256,210,888.3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1,053,584,128.44 40,022,495,409.13 2.58% 41,492,703,94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295,298.83 -288,531,280.73 132.33% 206,396,68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296,820.61 -332,778,369.00 112.71% 52,105,045.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6,120,634.27 1,650,554,959.89 -47.53% 2,268,621,934.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5 -0.11 132.27% 0.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5 -0.11 132.27% 0.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4.72% 6.29%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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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3,836,664.76 10,104,537,494.98 10,537,255,907.17 10,277,954,06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496,225.03 48,721,918.34 73,472,504.04 -120,395,34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009,546.73 42,252,528.75 60,757,670.24 -149,722,92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9,753,412.22 464,141,415.32 276,711,451.25 -264,485,6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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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9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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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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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22% 

1,216,445,1
28 

0 质押 1,214,318,878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3% 28,459,431 0   

孔宪俊 境内自然人 0.73% 20,000,000 20,000,000   

刘占军 境内自然人 0.42% 11,498,793 9,874,095   

史晓明 境内自然人 0.25% 6,800,027 6,800,000   

孙银锁 境内自然人 0.21% 5,700,050 0   

黄楚彬 境内自然人 0.18% 5,006,000 5,000,000   

张超 境内自然人 0.18% 4,850,000 4,850,000   

王秀英 境内自然人 0.15% 4,200,000 0   

卢启峰 境内自然人 0.14% 3,905,75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刘占军先生为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史晓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孔宪俊、黄楚彬、张超为公司

子公司核心管理、骨干人员。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构成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秀英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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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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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公司收到深圳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1】

6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后，就公司专项现场检查存在的问题进行改正。针对决定书提出的相关问题，公司高度重视，立

即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了通报、传达，迅速召集相关部门和人员对决定书中涉及的问

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同时对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按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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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要求逐项梳理并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公司于2021年3月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整改报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

年3月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公

告编号：2021-023号）。 

2、2021年3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67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51,041,666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

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有效期为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2022年3月4日，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到期

失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批复到期失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5号）。 

3、2021年4月2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第

二期解锁条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1年4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2020年度公司层面业绩未达到考核要求，激

励对象第二个解锁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公司需回购227名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共计5,985.50万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

关公告。 

4、2021年1月1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福药近日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诺氟沙星胶囊”的《药品补充申请批

准通知书》，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一致性评价”）。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15832020；受

理号：CYHB1950829；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编号：2020B05486；有效期为24个月。 

5、2021年2月22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研究院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枸橼酸西地那非片”《药品注册证书》。

本次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枸橼酸西地那非片共有2个规格，分别为50mg、100mg，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13083、国

药准字H20213084。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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