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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3               证券简称：丰原药业             公告编号：2022-005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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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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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12,141,230 股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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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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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0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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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 张群山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6 号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6 号 

传真 0551--64846000 0551--64846000 

电话 0551--64846018 0551--64846153 

电子信箱 xlyyzj@163.com xlyyzj@soh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医药制造和商业流通。其中医药制造涉及生物药、化学药及中药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主要产品涵盖解热镇痛、妇儿、神经系统、心血管、泌尿系统、营养类、抗生素、原料药等系列

产品；商业流通涉及医药配送和药房零售，现已形成高效、全优、多品种的医药供应服务体系。公司注

重新药研发，拥有多个国家一、二类新药品种及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百

姓放心药品牌、中国创新力医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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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主要产品情况 

剂型 主要产品名称 主要功能及用途 

大容量 

注射剂 

（大输液） 

果糖系列 
用于稀释剂和烧伤、术后感染等胰岛素抵抗状态下或不适宜使用葡萄糖时需

补充水分或能源的患者的体液补充治疗。 

脂肪乳系列 

是静脉营养的组成部分之一，为机体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酸，用于胃肠外营

养补充能量及必需脂肪酸，预防和治疗人体必需脂肪酸缺乏症，也为经口服

途径不能维持和恢复正常必需脂肪酸水平的病人提供必需脂肪酸。 

氨基酸系列 

用于大面积烧伤、创伤及严重感染等应激状态下肌肉分解代谢亢进、消化系

统功能障碍、营养恶化及免疫功能下降的病人的营养支持，亦用于手术后病

人，改善其营养状态用于蛋白质摄入不足、吸收障碍等氨基酸不能满足机体

代谢需要的患者。 

盐酸氨溴索葡萄糖注射液 

1.适用于下述患者伴有痰液分泌不正常及排痰功能不良的急性、慢性呼吸道

疾病，例如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喘息型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支气管

哮喘，肺炎的祛痰治疗。2.术后肺部并发症的预防性治疗。3.早产儿及新生儿

呼吸道窘迫综合症(IRDS)的治疗。 

单硝酸异山梨酯葡萄糖 

注射液 
适用于心绞痛和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治疗。 

乳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用于呼吸系统、泌尿系统、消化系统和皮肤软组织感染，败血症、伤寒副伤

寒菌痢以及由淋球菌、沙眼衣原体所致的尿道炎、宫颈炎等。 

粉针类 

赖氨匹林系列 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等。 

注射用醋酸丙氨瑞林 用于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等。 

注射用辅酶 A 
辅酶类。用于白细胞减少症、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及功能性低热的辅助

治疗。 

注射用地塞米松磷酸钠 

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主要用于过敏性与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多用于结

缔组织病、活动性风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严重支气管哮喘、

严重皮炎、溃疡性结肠炎、急性白血病等，也用于某些严重感染及中毒、恶

性淋巴瘤的综合治疗。 

注射用盐酸溴己新 
主要用于慢性支气管炎及其他呼吸道疾病如哮喘、支气管扩张、矽肺等有黏

痰不易咳出者。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急性胃粘膜病变，复合性胃溃疡等急性上消化道出

血。 

小容量 

注射剂 

复方盐酸阿替卡因注射液 用于口腔用局部麻醉剂，特别适用于涉及切骨术及粘膜切开的外科手术过程。 

富马酸伊布利特注射液 
用于近期发作的房颤或房扑逆转成窦性心律，长期房性心律不齐的病人对伊

布利特不敏感。 

缩宫素注射液 用于引产、催产、产后及流产后因宫缩无力或缩复不良而引起的子宫出血等。 

散剂 赖氨匹林散 
抑制环氧合酶，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用于缓解轻度或中度疼痛及多种原因

引起的发热，并用于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等的症状缓解。 

片剂 

西尼地平片 用于治疗高血压等。 

萘哌地尔片 良性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障碍。 

扎来普隆片 适用于入睡困难的失眠症的短期治疗。 

氨酚伪麻氯汀片 
用于普通感冒及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关节痛，打喷嚏，流鼻涕，

鼻塞，咽喉痛等症状。 

胶囊剂 乳增宁胶囊 用于肝郁气滞型及冲任失调型的乳腺增生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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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剂 催乳颗粒 用于产后气血虚弱所致的缺乳、少乳。 

贴剂 双氯芬酸钠贴 缓解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各种软组织风湿性疼痛等。 

原料药 

赖氨匹林原料 用于赖氨匹林制剂的有效成分。 

果糖原料 主要用于制备成果糖注射液、果糖氯化钠注射液、甘油果糖注射液等。 

扑热息痛原料 用于解热镇痛类制剂的主要成分。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大宗物料统一采购制。公司采购部负责各种原辅材料、包装材料的采购，确保采购的物料

质量稳定、可靠。采购部根据各生产单位提供的物料需求计划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并据此制定采购

资金安排计划，由财务部门汇总后报批执行。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制订生产计划，根据销售单位的销售预测或销售合同、订单安排每月的生

产计划。生产单位依据月度生产计划安排生产。公司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生产

技术部门负责具体产品的生产过程管理，质量管理部门对各项关键质量控制点进行监督，确保产品质量。 

3、销售模式 

（1）医药工业 

公司实行新药和普药两个销售管理体系，主要采取“招商+自营”的销售模式，通过经销或代理商及

公司自建的销售渠道实现对医院、零售和第三终端的全覆盖。 

（2）医药商业 

①医药批发和配送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安徽丰原医药营销有限公司，经营安徽省内区域医药批发和配送业务，其主要

客户包括：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和其他医药批发配送企业等。  

②医药零售连锁 

公司全资子公司丰原大药房立足省内发展，以现代化连锁经营管理机制从事药品、医疗器械、保健

品、食品等零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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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6,330,179.12 3,636,207,572.40 4.95% 3,559,614,53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28,153,114.79 1,413,489,476.40 8.11% 1,324,318,859.4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501,668,742.45 3,321,182,365.33 5.43% 3,238,064,43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597,454.55 103,720,155.65 10.49% 80,921,04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940,271.86 57,622,979.48 21.38% 42,324,31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881,716.28 292,753,328.44 -18.74% 66,213,294.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71 0.3323 10.47% 0.25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71 0.3323 10.47% 0.25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9% 7.57% 0.22%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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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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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882,165.30 879,526,281.19 876,165,996.14 882,094,29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85,357.83 36,297,121.72 26,630,100.86 24,384,87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567,920.84 20,751,217.88 17,620,720.44 8,000,412.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640,215.97 39,543,129.98 44,116,662.98 117,581,7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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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7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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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无为制药厂 国有法人 11.48% 35,842,137    

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 国有法人 8.18% 25,521,900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1% 15,332,030    

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 国有法人 4.26% 13,286,558    

尹树臣 境内自然人 2.56% 8,000,00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4% 6,995,000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 5,000,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睿景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3,05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新锐产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1% 2,842,600    

胡国华 境内自然人 0.64% 2,000,3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上述公司股东中，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无为制药厂、安徽蚌埠涂

山制药厂和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安徽省无为制药厂通过海通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842,137 股；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通过中泰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521,900 股；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通过安信证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286,558 股；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建投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332,030 股；尹树臣通过海通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000,000 股；胡国华通过中信建投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2,00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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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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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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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