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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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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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180,908 股（不含公司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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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华制药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34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剑锋

樊屹秋

办公地址

南通市崇川区青年中路 198 号国城生活广 南通市崇川区青年中路 198 号国城生活广
场办公楼 A 幢 23 层
场办公楼 A 幢 25 层

电话

0513-85609123

0513-85609158

电子信箱

it@jhoa.net

fyq@jhoa.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一）主要业务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为传统中成药制剂、化学原料药及中间体、化工
医药中间体、中药材及中药饮片、生物制药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情况：
主要类别

主要产品

产品图片

产品功能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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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制剂

王氏保赤丸

用于小儿乳滞疳积、痰厥惊
风、喘咳痰鸣、乳食减少、吐
泻发热、大便秘结、四时感冒
以及脾胃虚弱、发育不良等
症。成人肠胃不清、痰食阻滞
者亦有疗效。

季德胜蛇药片

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功
效，除主治毒蛇、毒虫咬伤外，
还具有抗病毒、抗破伤风毒
素、抗疱疹病毒、抗乙型肝炎
病毒、抗癌毒等药理作用。

正柴胡饮颗粒

用于外感风寒初起，发热恶
寒、无汗、头痛、鼻塞、喷嚏、
咽痒咳嗽、四肢酸痛等症，适
用于流行性感冒初起、轻度上
呼吸道感染等疾患。

中药材及中药饮
片

当归、白芍等

当归具有补血活血等功效，不
同中药材及饮片具有不同的
功效。

化学原料药及中
间体

苯巴比妥

具有镇静、安眠、抗惊厥和抗
癫痫作用。

氟尿嘧啶

抗肿瘤作用。

二氧六环

含氧杂环类化工医药中间体。

甲基肼

用来生产头孢曲松钠、氟喹诺
酮类抗菌药、替莫唑胺等原料
药及农药所需的化工医药中
间体。

化工医药中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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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营业收入

1,281,353,324.60

2019 年
1,157,389,428.34

本年比上年增减
10.71%

2018 年
1,354,705,8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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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993,971.31

-393,617,953.72

128.20%

229,665,27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929,700.24

-419,304,865.47

124.07%

219,381,913.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218,387.31

285,382,129.55

15.01%

83,430,076.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63

-0.4835

128.19%

0.27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63

-0.4835

128.19%

0.27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4%

-19.08%

24.72%

9.9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156,027,189.46

2,941,338,590.70

7.30%

3,399,701,71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07,504,709.65

1,849,906,867.35

13.92%

2,282,033,170.7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304,542,238.53

302,828,453.42

318,266,155.87

355,716,47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945,183.55

49,769,142.32

-2,063,721.11

9,343,36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253,335.34

42,566,510.23

241,566.85

868,287.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197,106.08

74,956,305.59

79,839,704.49

125,225,2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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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37,847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36,158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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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通产业控股
国有法人
集团有限公司

34.29% 286,592,160

昝圣达

境内自然人

14.19% 118,600,000

质押

60,000,000

南通综艺投资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7.85% 65,631,129

质押

50,000,000

江苏南通港闸
经济开发区城
国有法人
市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4.09% 34,182,420

质押

34,182,400

蔡炳洋

境内自然人

1.99% 16,658,714

朱春林

境内自然人

1.20% 10,056,800

10,056,800 质押

9,471,000

周云中

境内自然人

0.46%

3,865,466

2,89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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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晓东

境内自然人

0.44%

3,705,600

邓浩

境内自然人

0.39%

3,263,300

黄泽坚

境内自然人

0.37%

3,100,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昝圣达与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动的说明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无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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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与行业洗牌叠加的影响，公司上下齐心、积极应对、攻坚克难，一
手抓发展，一手抓风险化解，运行质量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集团实现合并销售收入12.81亿元，同比增长10.7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1.11亿元，去年同期亏损3.94亿元。报告期内完成的主要工作有：
1、抢抓宝贵政策机遇，资本市场深耕发展
2020年4月1日,子公司金丝利药业在全国股转系统成功挂牌，成为公司第二家新三板挂牌
企业。
2020年7月27日，子公司森萱医药成功在新三板“精选层”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
3.24亿元，成为新三板第一批精选层挂牌企业，改善了股本结构并提高了核心竞争力。
2、创新营销方式改革，销售渠道逐步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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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剂销售分公司启动营销改革，2020年5月试点，9月全面铺开，以利润考核为中心，
对销售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对销售渠道进行多样探索，通过与南通各大医院签订战略合作推
动南通市场销售突破；推进多品种代理工作，积极洽谈大柴胡颗粒、正柴胡饮合剂等品种的
全国代理工作；推进直播营销，优化营销结构。积极拓展电商业务，与1药网、东莞弘康公司
及山东新华电商合作开展线上销售业务，逐步分区域合作拼多多和阿里健康等大型主流线上
平台；南通季德胜组建新媒体部，推进拼多多、抖音以及快手等电商营销。
对销售的产品进行架构调整，制剂销售在聚焦王氏保赤丸为代表的一线品种时，积极布
局大柴胡颗粒、西莱美等二线品种；原料药销售在聚焦特色原料药五氟尿嘧啶、苯巴比妥为
代表的一线品种时，积极培育丙硫氧嘧啶、二氧五环等相关二线品种梯队，架构的调整为未
来十四五期间精华制药销售量持续增长打下基础。
2020年销售回款同比增长19%；应收账款下降9%。存货下降11%。主产品季德胜蛇药片、
王氏保赤丸销售均突破1亿元，公司销售质量稳步提升。
3、突出有效投资抓手，项目建设落地见效
森萱医药子公司宁夏森萱投资年产2000吨G盐、4000吨氨基K酸、4000吨氟系列及其配套
原料产品工程建设项目已经投产。东力（南通）化工有限公司超临界氧化处理工程设备已完
成验收并正式投产，处理能力每天处理量废水总量5至6吨。东力（南通）化工有限公司尾气
氧化处理工程进入专项评价和安全设计，尾气氧化设备基础制作完成，安装调试进行中。
4、勤练内功夯实基础，管理体制全面优化
一是持续推进制度管理，修订了一批管理规章制度。二是持续推进质量管理，紧盯新标准、
新法规的实施，及时识别相应的质量风险点，采取相关控制措施，进行相应的变更。2020年
产品市场抽检合格率100%，自检完成率100%，缺陷整改率100%。 2020年8月，集团母公司
通过正柴胡饮合剂GMP符合性现场检查，2020年9月底江苏森萱顺利通过省药监局对吡罗昔
康、非那西丁更换场地、磷酸氯喹恢复性生产的 GMP 符合性检查，接受外部审计11次。三
是持续推进安环管理，实现死亡、重伤事故为零；火灾、爆炸事故为零；职业病、急性中毒
事故为零；完成环保、职业卫生合规管理的安全年度目标。四是持续加强内审工作，全年完
成了六个内审项目。
5、加强技术科技引领，品牌形象稳步提升
技改方面，制剂生产公司根据销售需求实施了正柴胡饮全自动包装3克生产线调试、生产；
完成保赤丸扩产技术改造项目，王氏保赤丸二代自动灌装设备、王氏保赤丸铝塑包装联动线
完成调试、试产。森萱医药先后完成了苯巴比妥车间等多个车间的改造工作。研发方面，公
司加强核心产品研发投入，提升核心产品的品牌价值，加大核心产品资源配置的集中度。王
氏保赤丸研发二次开发方面，公司与二军大长海医院李兆申院士主持的王氏保赤丸治疗成人
消化性不良医学研究已经完成，各项数据表明王氏保赤丸部分功效优于国际西药品牌；由哈
佛大学牵头王氏保赤丸改善肠胃功能评价及机理研究已经完成，继续推进与北京大学合作开
展的王氏保赤丸作用机理研究和安全性研究。在蛇药片二次开发方面，推进与二军大开展毒
虫咬伤研究和软膏新剂型开发，进行基础药理研究。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合作完成对大柴胡颗
粒胆道淤积作用机制研究方案的论证。亳州保和堂“方便食品”在安徽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
案服务平台备案生效。原料药研发与一致性评价方面，强力攻关国内原料药CDE平台注册工
作，同时加大海外注册力度，拓展新兴市场，增加自营出口；加快苯巴比妥、丙硫等剂型一
致性评价。高企申报方面，集团母公司、子公司森萱医药、南通东力、金丝利均获得高新企
业证书，为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专利方面，2020年公司共计取得16项发明专利证
书。南通公司被列为2020年省小巨人（制造类）名单。集团母公司、东力公司被认定为江苏
省技术中心。2020年南通公司5-氟尿嘧啶绿色结晶技术成果通过新技术鉴定。品牌建设方面，
王氏保赤丸制作技艺进入文化旅游部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技艺名单。社

5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会责任方面：年初在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全体员工放弃休假，加班加点积极组织抗疫
药品正柴胡饮颗粒的生产，创造了日产60万袋正柴胡饮颗粒的记录。当获知磷酸氯喹片对防
治新冠有效时，又积极开展攻关，拿出合格产品支持抗疫前线。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向各级养老机构和武汉、四川等十多个医卫部门送去了精华的援助药品，在国际社会急需援
手时，向伊朗送去及时雨。得到江西省鄱阳相关部门求援的信息后，调集20箱15万片国家级
非遗药品季德胜蛇药片支援当地政府的抗灾，无偿调运35箱“王氏保赤丸”支持当地村级医疗
机构的建设。12月19日精华制药被健康报评选为2020年度社会责任优秀企业。
6、党建引领固本强基，塑造卓越管理团队
党建方面，集团党委注重“政治引领”，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强化党委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落实“一岗双责”。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组织学习苏州“三大法宝”，南通“发展
四问”、“精华四问”等要求“争当狼性干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等。廉洁建设方面，层
层签订廉政责任状，积极开展“510思廉日”系列活动，坚持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坚持按制度
办事。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通过抓经营管理人才、技术技能人才和销售人才三支队伍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通过内培外引强化人才的使用。牵头抓总培训工作，制定年度全系列培训计划，
分层级、分专业组织全员学习培训，加大培训力度，丰富培训方式，促进人才素质素养、技
能本领的提升。组织开展重点班次。自主开展职称评定，改革岗位机制，以适应业务拓展需
要，促进人才的成长。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中药制剂

381,592,745.03

277,521,020.36

72.73%

19.26%

20.40%

0.69%

化学原料药及中
间体

326,332,631.33

158,402,459.67

48.54%

7.06%

12.59%

2.38%

化工医药中间体

325,737,800.40

137,354,028.39

42.17%

20.27%

22.55%

0.79%

中药材及中药饮
片

73,630,598.12

1,570,335.61

2.13%

-3.31%

-143.62%

6.86%

174,059,549.72

44,185,224.88

25.39%

-6.24%

-5.08%

0.31%

其他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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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 [2017]22 号）。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增加2户，减少1户。
1、2020年8月南通季德胜科技有限公司出资购买上海季德胜日用品有限公司45.9%股权，上海季德胜日用品有限公司成
为南通季德胜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2、公司子公司江苏森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南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拍卖南通金盛昌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
交易于2020年7月完成。
3、公司子公司江苏金丝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江苏苏欣医药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分立设立宜兴苏欣养老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继续存续，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475万元。此次分立系按照原股权架构分立，分立后江苏金丝利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均仍为51%。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尹红宇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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