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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8                        证券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2-08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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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

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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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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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环生物   股票代码 0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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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开发区滨江东路 7 号  

传真 0510-86408558  

电话 0510-86408558  

电子信箱 0518shsw@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行业情况 

根据《2010-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至2020年，我国卫生费用总支出从约2万亿元人民币

增长至2020年的7.23万亿人民币，年复合增长率达13.71%。同期，国内卫生费用总支出占GDP的比重由4.98%稳步提升至

7.12%，间接反映了政府与全社会对医疗卫生的日益重视。 

从全球来看，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随着国家对卫生医疗事业的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也更加科学、理性，国内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给医药行业将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长期来看医药消费具有刚需性质，市场需求旺盛。但近年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政策频出，精准施政，医药行

业逐步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未来挑战与机遇并存。 

（二）主营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生物医药制品、生产和销售以及园林绿化工程业务。 

控股子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生物医药制品主要是以下品种： 

德路生（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2）、新德路生（重组人白介素-2注射液），为抗肿瘤的生物治疗用药，适用于肾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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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黑色素瘤及癌性胸、腹腔积液的治疗,也可以适用于其他恶性肿瘤综合治疗。 

欣粒生（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用于治疗骨髓移植后、癌症化疗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等症状。 

环尔博（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用于肾功能不全所致贫血等症状。 

 全资子公司江苏晨薇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究、开发、种植、销售于一体的园林绿化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

括：花卉、林木（不含种子木苗）的研究、开发、种植和销售；园林景观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景区的规划、策划；园

林古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土石方工程、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雕塑工程、钢结构工程、绿化养护工程、生态环保工程的设

计、施工。 

（三）公司所处行业的周期性特点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相结合，需求刚性大，弹性小，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小，因而医药行业是典型的弱周期性行业，具有防御性强的特征。医药行业作为需求刚性特征最为明显的行业之一，不存在

明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四）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生物制药方面，北京四环系国内最早从事生物医药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之一，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水平先进，

产品质量较高，在市场中享有一定知名度，主要产品EPO注射液、注射用白介素-2的市场认可度高。 

生态农林方面，晨薇生态园现自有苗圃位于江阴市澄江镇云亭街道(绮山), 江阴市顾山镇东岐村、江阴市徐霞客镇、涟

水县、江西新余市、江西余干县等苗木总量达96万余株,常用苗木品种较多,能满足绝大多数的工程用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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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312,074.12 823,707,532.72 -2.96% 915,826,03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6,033,621.98 640,823,532.33 -5.43% 613,528,428.7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50,961,775.85 505,399,427.19 -30.56% 417,878,23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789,910.35 27,295,103.63 -227.46% 14,330,77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728,765.49 27,546,664.01 -233.33% 9,968,680.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654.35 100,233,420.61 -99.84% 58,632,435.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8 0.0265 -227.55% 0.01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8 0.0265 -227.55% 0.01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1% 4.35% -10.06%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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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84,919.88 78,863,740.47 86,458,898.73 114,754,21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67,948.59 -14,401,359.06 4,888,094.18 -12,008,69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74,494.05 -14,563,977.29 2,721,988.71 -11,612,28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78,791.31 3,845,935.43 630,253.92 12,358,2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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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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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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24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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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明 境内自然人 14.00% 144,138,394 0 质押 144,130,000 

郁琴芬 境内自然人 10.13% 104,318,725 0 质押 99,860,000 

昆山市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3% 68,291,154 0   

赵龙 境内自然人 4.18% 43,062,918 0 质押 40,000,000 

广州盛景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2% 30,100,000 0 

质押 30,000,000 

冻结 30,100,000 

陈建国 境内自然人 2.53% 26,096,809 0 质押 23,000,000 

昆山创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5% 7,709,968 0   

黎婉茹 境内自然人 0.23% 2,389,100 0   

张天顺 境内自然人 0.17% 1,800,700 0   

朱莉华 境内自然人 0.16% 1,6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向公司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股东中，陆克平拥有王洪明、郁琴芬、

赵龙、陈建国等账户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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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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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随着医疗改革不断推进、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医药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公司面

对医药行业的不利环境和竞争压力，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医药制造为基础，同时发展园林绿化业务，以渠道开拓为重

点，外抓市场，内抓管理，在诸多不利因素下，保持了公司的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0,961,775.8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789,910.3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7.46%。其中，医药行业实现营业收入291,331,416.6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66%。 

    报告期内，公司出售了所持有的广西洲际林业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缩减了业务布局，力争盘活资产，集中现有资

源发展主业。 

    报告期内，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公司收到昆山市能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昆山创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昆山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等机构与个人投资者的起诉状，目前均未收到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及以后期间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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