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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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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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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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利润实现情况，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红利 1.8168元（含税）, 同时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4股。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

总股本 1,068,485,534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94,122,451.82元（含税），占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本次送股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1,495,879,748股（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 

公司 2021年度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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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药 600056 中技贸易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袁精华先生 郭璠女士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光明中街18号 北京市东城区光明中街18号 

电话 010-67164267 010-67164267 

电子信箱 meheco600056@meheco.gt.cn meheco600056@meheco.gt.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2021年是国家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药品流通行业进入重要转折期，呈现高质量

发展新态势。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对医药行业相关政策不断推陈出新。 

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稳定恢复、同期基数较低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医药工业经济持续恢复，

企业生产经营稳中向好，利润延续较快恢复态势，运营效率不断提升。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2021 年，医药制造业收入同比增长 2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77.9%。 

2021年，在政策与市场环境叠加的促进下，药品流通行业稳步增长，销售增速基本恢复至疫

情前水平；药品零售市场销售额持续增长，并购活动依然活跃；医药物流企业不断提升服务价值，

医药电商面临快速发展后的新挑战。中国医药商业协会药品流通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药品流

通直报企业收入同比增长 10.27%，增速同比加快 8.78 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4.4%，同比

放慢 1.04个百分点。 

步入 2021年以来，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展现了较强韧性。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2021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1.4%，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21.2%，进口同比增长

21.5%，货物进出口增势良好。 

（二）公司主要业务情况及经营模式 

中国医药已建立以国际贸易为引领、以医药工业为支撑、以医药商业为纽带的贸、工、技、

服一体化产业格局，全面推动工商贸三大业务板块业务整合，积极发挥协同优势。产业形态涉及

种植加工、研发、生产、销售、物流、进出口贸易、学术推广、技术服务等全产业链条。 

医药工业板块：公司工业体系产品涵盖化学制剂、化学原料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

片等医药细分行业，拥有国内领先的化学原料药、特色化学药、现代中药研发生产平台。西药方

面，化学原料药研发生产聚焦发酵类品种和特色原料药，化学制剂聚焦抗感染类、抗病毒类及心

脑血管类等领域，公司按照国家新版 GMP 要求组织生产，严格把控药品质量，经营范围包括新药

研发、原料药生产与销售以及制剂生产与销售等，主要销售模式有精细化招商及推广等，并积极

参与国家和省级药品集中采购。中药方面，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特色的“研、产、销”一体化的中

药产业体系，着力培育中药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和可追溯的质量保障体系，公司在吉林、内蒙、宁

夏、四川、新疆、甘肃、广西等地通过自建和合作共建的模式，建立了人参、甘草、麻黄、大黄、

黄芪、甜茶叶、小茴香等多种药材种植基地，中成药产品聚焦妇科、儿科等中医优势病种药物。 

医药商业板块：公司商业板块积极推动区域网络扩张，目前已形成以北京、广东、江西、河

南、河北、湖北、新疆、黑龙江、辽宁为重点的覆盖全国的配送、推广、分销一体化营销网络体

系，并在北京、广东、河南等地建有大型医药物流中心。公司不断拓展经营资质，具备以上各重

点省市医疗机构招标配送资质、社区新农合配送经营资质、第三方药品现代物流资质、毒性中药

材和毒性中药饮片经营资质等各类医药及医疗器械经营资质。通过不断丰富经营品种，产品类别

涵盖化学制剂、化学原料药、诊断药品及试剂、医用耗材、医疗器械、特医产品、医美产品、中

成药、中药材及饮片、配方颗粒、生物制剂、营养保健品等。公司按照国家新版 GSP 相关要求组

织经营，主要的经营模式包括医院纯销、商业分销、医药代理推广、药房零售及第三方物流业务

等，并积极探索推进新型医药商业业务模式。 

国际贸易板块：作为专业化的国际医药健康领域集成化服务商，国际贸易板块经营产品涵盖

化学原料药及制剂、生物制品、医疗器械、诊断试剂、敷料耗材、中药材、健康食品等，并坚持

向仓储、物流分销、技术服务等增值环节不断延伸。国际贸易板块致力于构建具有全产业链竞争

优势的国际营销体系，包括立足药品、医疗与健康产品的国际化集成服务商与平台服务商，大型

医疗器械供应链综合服务商。 

公司不断推动工商贸协同发展，积极向医药健康全产业链延伸。工商协同方面，将工业自产

品种有机融入公司商业渠道，并通过不断加强商业公司推广、精细化招商、物流配送及市场服务

等能力建设，深入推动业务协同；工贸协同方面，积极发挥国际贸易板块国际市场窗口优势，引

进境外的新品种、新技术，助力工业产品走出去；商贸协同方面，将进口代理品种纳入自有商业

渠道进行销售，搭建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网络。 

（三）公司市场地位 

从最新公布的权威行业排名显示，公司位列2020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化药企业排名第35

位；中国医药-重庆医药联合体位列2020年医药流通百强第5位；在联合国2020年度医疗设备类全



球供应商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一；在2020年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企业100强中位列第三；荣获“2021

中国企业慈善公益500强”称号；获得中物联颁发的年度医药供应链“金质奖”十佳供应链企业荣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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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10,549,416.55 33,192,036,155.67 -6.91 29,832,661,75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258,003,170.30 10,005,292,652.15 2.53 8,994,902,818.73 

营业收入 36,234,414,703.34 39,311,753,472.09 -7.83 35,284,824,31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7,057,060.20 1,310,645,723.78 -50.63 981,345,84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4,790,512.23 1,188,782,429.87 -50.81 882,207,705.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420,984.25 1,559,304,980.54 -90.48 -53,824,01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861 13.58 
减少7.19个百

分点 
10.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56 1.2266 -50.63 0.91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56 1.2266 -50.63 0.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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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1,905,223.52 9,693,439,961.72 8,462,707,470.74 9,506,362,04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945,092.47 448,091,961.04 174,575,980.46 -188,555,97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6,714,297.20 418,950,790.67 154,718,464.17 -175,593,039.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8,255,884.34 -302,732,525.41 128,618,802.62 910,790,5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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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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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0,000 341,017,272 31.92 

  
无 

 
国有法人 

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07,769,762 10.09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9.36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468,241 21,795,759 2.04 

  
未知 

 
国有法人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

司 
  14,750,967 1.38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189,598 14,496,943 1.36   未知  其他 

彭亮 852,800 3,866,782 0.3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738,600 3,244,255 0.30 

  

未知 

 

其他 

张永良 3,000,000 3,000,000 0.2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林海四 -110,000 2,400,000 0.2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方集团、医控公司均受公司控股股东通用技术集团控制。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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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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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是公司发展历程上极不平凡、极具挑

战、极其重要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及新

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中国医药克服政策、市场和行业的各种影响，统筹开展疫情防控与生产

经营活动。公司全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以全面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为关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聚焦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核心主业高质量发展，保存量、拓增量、寻变

量、提质量，加快产业布局结构优化，强化创新驱动，推动数字化转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

断提升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公司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迈上新台阶。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2.34亿元，同比下降 7.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47 亿元，同比下降 50.63%。由于受海外疫情形势变化影响，出口防疫业务同比大幅下

降，以及带量采购、医保目录调整等政策因素和计提相关减值影响，医药工业和医药商业业绩同

比亦有所下降，导致公司整体业绩下滑。 

其中，医药工业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36.05亿元，同比下降 9.74%；实现营业利润 0.22亿元，

同比下降 84.29%，带量采购、医保目录调整及限抗等因素对工业板块的影响仍在持续，导致医药

工业板块业绩持续下滑；医药商业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247.67亿元，同比下降 6.11%，实现营业利

润 1.96亿元，同比下降 32.68%,主要下降原因是受去年防疫业务基数较大及医保目录调整、限制

用药等政策影响；国际贸易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84.03 亿元，同比下降 33.16%，实现营业利润 6.26

亿元，同比下降 67.78%，业绩下滑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海外防疫业务收入规模较大，而今年出口

防疫业务减少导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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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