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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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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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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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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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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20 年度母公司个别会计报表实现净利

润为 581,215,613.09 元，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58,121,561.31 元，加上年度未分配利润

316,018,713.39 元，加处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收益 34,242,899.22 元，并扣除上年度现金分红

308,423,523.20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64,932,141.19 元。 

2020 年度本公司拟分配现金红利，以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

的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1.5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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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元 600380 太太药业、S健康元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凤光 周鲜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7

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7

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 

电话 0755-86252656，0755-86252388 0755-86252656，0755-86252388 

电子信箱 zhaofengguang@joincare.com zhouxian@joincar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本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产品及保健品研发、生产及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上市公司行

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 

目前，公司业务范围涵盖保健品、化学制剂、中药制剂、化学原料药及中间体、诊断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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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及设备等多重领域。丰富的产品阵容及品类为公司获取了更多的市场机会及发展空间。保健品

业务从集团成立之初已延续至今，“太太”“静心”“鹰牌”等知名品牌具有广泛的市场影响力。化学

制剂为集团第一大收入来源，其中处方药“倍能”“壹丽安”“贝依”“丽申宝”等，非处方药“丽珠得

乐”“丽珠肠乐”“意可贴”等产品占据细分市场前列。随着“舒坦琳”“丽舒同”“雾舒”等产品的相继获

批上市，健康元吸入制剂产品线日渐丰富，为打造“国内吸入制剂龙头企业”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

基础。化学原料药及中间体包含头孢系列、他汀系列及碳青霉烯系列等。中药包含抗肿瘤扶正用

药“参芪扶正注射液”和感冒类药品“抗病毒口服颗粒”等。诊断试剂包括新冠抗体检测试剂、HIV

抗体诊断试剂及肺炎支原体抗体诊断试剂等。 

（二）本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在采购方面严格注重采购效率、采购质量及采购成本，已与多个供应商建立了长期

稳定合作关系。原料、辅料、包装材料由各生产企业根据生产进度进行采购备货。公司制定

有严格的质量标准和采购管理制度，并严格要求下属各生产企业按 GMP 标准组织采购，同

时与大宗物资供货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并在严控质量标准的基础上，加强对供应质量

以及成本控制的管理。公司内部建立有评价体系与价格档案，便于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实行

比质、比价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方面采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生产的原则，具体方式为：由公司销售部门对

市场需求情况进行调查并制订销售计划，综合考虑公司各产品库存数量和各产品生产线的产

能情况等因素，决定公司当月各产品的生产数量和产品规格；同时，根据生产计划和原材料

的库存量决定原材料的采购。最终生产计划经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核后下达，并由公司生产技

术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严格按照 GMP 的要求组织生产，公司和各下属企业均已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并实施质量受权人制度。在质量管控方面，公司已建立严密、完善的生产质量保证（QA）体

系，在符合国家标准的基础上，与国际接轨并接受国际认证。公司每年进行GMP自检、ISO9001

内审、外审，以及接受各种外部审计，公司积极推行国际先进的 GMP 管理，对供应商筛选、

审计、进厂物料检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出厂放行、市场跟踪等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体

系运行良好。 （3）销售模式 

详见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公司主要销售模式分析”。 

（三）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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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业务受限，门诊及住院量明显下降，医

药制造业板块整体营收负增长，但下半年随着国内疫情基本受控，医疗秩序逐步恢复，同时海外

疫情持续蔓延，国内加大医疗卫生补短板力度以及对可能到来的第二波疫情的防控力度导致相关

行业产品需求增加，医药制造板块整体业绩得到明显改善，已实现由负转正。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4,857.3亿元，

同比增长 4.5%，营业成本为 14,152.6 亿元，同比增长 5.4%，实现利润总额 3,506.7 亿元，同比增

长 12.8%，增速较上年同期上升 6.9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 8.7 个百

分点。 

（四）公司行业地位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成为涵盖保健品、化学制剂、中药制剂、化学原料药及中间体、

诊断试剂及设备等多重领域的综合性制药企业，产业链完整，生产的中西药制剂等产品长期稳占

全国药品制剂市场前列，其中，消化道用药、抗感染用药及促性激素用药等为公司主要优势品种。

未来公司将聚焦创新药及高壁垒复杂制剂，在原有优势领域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呼吸类、精神类、

肿瘤免疫等产品的创新研发和经营布局。 

2019 年，公司被广东省企业联合会评选为广东企业 500 强，广东民营企业 100 强，广东流通

企业 100 强，广东创新企业 100 强。 

（五）报告期业绩驱动因素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各级医疗卫

生机构门诊及住院量下降，医院非疫情相关处方下降，导致公司部分产品的销售不达预期。面对

严峻的外部环境，公司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营管理，积极落实复工复产，并同时采取

多种措施以减轻疫情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确保生产经营活动平稳有序。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双增长，主要是重点制剂产品销售收入对整体营收贡献

持续提升，如化学制剂主要产品注射用艾普拉唑钠销售同比快速大幅增长，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

微球、盐酸哌罗匹隆片、马来酸氟伏沙明片销售同比实现持续较大增长；中药制剂主要产品抗病

毒颗粒因受疫情影响，销售同比大幅增长；加之化学原料药主要品种美罗培南（混粉）出口实现

大幅增长及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试剂产品实现新增销售，为公司整体业绩的稳步增长提供了重

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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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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8,156,977,599.07 25,437,613,001.39 10.69 24,985,756,544.46 

营业收入 13,521,605,768.20 11,980,153,109.49 12.87 11,203,963,98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0,439,799.25 894,346,741.25 25.28 699,410,85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6,680,220.14 828,859,988.18 16.63 631,269,03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96,125,890.51 10,355,964,661.31 7.15 9,643,518,715.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4,999,592.24 2,312,447,687.11 30.81 1,825,535,799.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53 0.4615 24.66 0.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28 0.4607 24.33 0.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1 8.98 增加1.43个百分点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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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7,167,825.27 3,288,535,080.13 3,627,326,421.53 3,418,576,44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858,077.76 396,407,146.07 251,205,665.17 192,968,91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81,297,385.81 311,023,251.09 211,125,414.43 163,234,168.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2,575,225.10 766,416,511.41 735,523,965.86 1,040,483,889.8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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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1,84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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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注）

 -84,805,129 895,653,653 45.87 0 质押 80,679,725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5,832,226 94,215,148 4.82 0 未知   未知 

鸿信行有限公司 -7,986,548 71,859,334 3.68 0 未知   境外法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一一组

合 
4,999,884 21,027,903 1.08 0 未知   未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

金四一九组合 
7,999,836 19,999,646 1.02 0 未知   未知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 19,890,613 19,890,613 1.02 0 无   境内非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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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专用证券账户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745,300 16,842,140 0.86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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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1,388 5,492,602 0.26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92,800 4,970,372 0.25 0 未知   未知 

何忠 4,787,600 4,787,600 0.25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关系。 

注：本报告期初，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980,458,782 股，其中 148,000,000

股存放于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2019 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截至报告期末，百业源 2019 年

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已全部换股完毕，共累计换股 8,480.51 万股，百业源持有本公司股份减少

至 895,653,653 股。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见本节中“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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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5.22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约 12.87%；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0 亿元，同比增长约 25.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 9.67 亿元，同比增长约 16.63%。公司各板块业务发展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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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丽珠集团（不含丽珠单抗）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丽珠集团（000513.SZ，01513.HK）44.33%股权。报

告期内，丽珠集团（不含丽珠单抗）实现营业收入 105.20 亿元，同比增长约 12.10%；为本公司

贡献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8.33 亿元。丽珠集团经营情况详见《丽珠集团 2020 年年度报

告》。 

(2)丽珠单抗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持有丽珠单抗股权权益为 60.18%，对本公司当期归母净利润影响金额

约为-1.61 亿元。 

报告期内，丽珠单抗围绕“项目、团队、平台”三大方面，进行了架构及团队人员的补充及资

源配制优化。围绕肿瘤、免疫疾病及辅助生殖领域进行重点布局：一是聚焦新分子、新靶点及差

异化的分子设计，持续优化生物药的新药研发与评价技术平台，二是优化细胞治疗技术研发平台，

致力于在实体瘤和通用细胞治疗领域取得突破。通过聚焦核心研发项目，强化项目过程管理，研

发质量与时效并重，同时加强了与临床运营及医学部门的密切协作，研发效率明显提高。 

截至报告期末，丽珠单抗重点项目研发进展如下：完成了注射用重组人绒促性素生产现场核

查及注册检验，海外注册同步开展；完成重组人源化抗人 IL-6R 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III 期临床试验

全部入组；注射用重组人源化抗 PD-1 单克隆抗体胸腺癌临床 Ib/II 期注册性临床试验完成 2/3 入

组；重组抗人 IL-17A/F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注射用重组肿瘤酶特异性干扰素 α-2b Fc 融合

蛋白获得临床试验批件并启动 I 期临床试验。 

(3)健康元（不含丽珠集团、丽珠单抗） 

报告期内，健康元（不含丽珠集团、丽珠单抗）实现营业收入 33.45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约 13.4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8 亿元，同比增长约 17.28%。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28 亿元，同比增长约 15.99%。主要领域及重点产品情

况如下： 

①处方药 

报告期内，健康元（不含丽珠集团、丽珠单抗）处方药板块实现销售收入 11.04 亿元，与上

年同期基本持平。 

2020 年初，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医院暂停和延缓非急诊需求的治疗，门诊量及住院量大幅

下降，公司主要产品注射用美罗培南（“倍能”）的销售受到较大程度影响，上半年销售金额同比

下降 20%。下半年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医疗秩序逐步恢复，该产品终端销售也逐渐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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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截至报告期末，倍能 2020 年度销售金额同比降幅收窄至 2%。2020 年 10 月，倍能顺利通

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成为本品国内首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 

2020 年，公司处方药销售队伍进行了重新组建，在加强原有优势品种覆盖的同时，根据产品

战略布局的需求，搭建了呼吸专线销售队伍，目前已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以大区经理、省经理、

拓展经理为核心的三级精细化营销拓展体系，并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加快新产品的入院开发工作：

一是加强了覆盖率、达标率的考核，各呼吸品种的开发速度明显加快；二是通过盐酸左沙丁胺醇

雾化吸入溶液进入国谈的契机，组合带动其他品种，以实现多品种覆盖为目标；三是持续完善品

种的学术证据支持，多品种成功进入慢阻肺指南推荐，驱动产品持续增长。四是成立数字拓展部，

致力于打造数字化营销平台，全方位进行品牌建设。 

②原料药及中间体 

报告期内，健康元（不含丽珠集团、丽珠单抗）原料药及中间体板块实现销售收入 18.92 亿

元，同比增长约 26%。 

近年来随着公司美罗培南原料药新产能的释放，美罗培南（混粉）等系列原料药及中间体的

销售增长迅速。本年度焦作健康元培南类中间体 4-AA 新生产线的正式投产，将更有利于进一步

控制产品成本及质量。2020 年由于海外疫情持续蔓延，生产停滞，物流不畅等因素导致海外原料

药供给不足，公司抓住机遇，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美罗培南（混粉）出口实现大幅增长，全年销

售量同比增长 75%。虽然疫情仅是影响原料药供需格局的一个短期因素，但是公司将借此契机拓

展产品的国际市场空间，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由于市场供应量持续增加，7-ACA 价格自 2019 年下半年开始出现明显下降，2020 年初价格

仍维持在较低水平，虽然二季度后价格有明显恢复，但是在疫情防控形势下，头孢终端产品需求

减少，加之竞争格局的变化，2020 年度公司 7-ACA(含 D-7ACA)的销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22%。面

对严峻的市场环境，公司将继续在降本增效、新产品开发、增加国际认证等方面努力，尽量减少

7-ACA 销量变化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③保健品及 OTC 

报告期内，健康元（不含丽珠集团、丽珠单抗）保健品及 OTC 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3.27 亿元，

同比上升约 9%。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等外部环境影响，公司保健品的主流渠道线下药店及商超客流量急剧下

降，并且受限于国家医保政策等原因，保健品在药店铺货门店紧缩，导致一季度销量下滑明显。

为此公司迅速调整营销策略，品牌上聚焦精准传播，线下渠道聚焦 OTC 快速拓展，线上渠道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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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末端流量变现，二季度销售情况有所好转。下半年公司持续品牌发声，通过流量聚焦投放、

精准直播带货引流等方式，与线上及线下主流渠道进行整合营销，形成销售突破，下半年业绩实

现逆转。 

2 收入和成本分析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5.2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87%，营业成本 48.74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4.13%。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工商业 13,439,581,935.17 4,818,252,955.45 64.15 12.94 14.33 减少 0.44 个百分点 

服务业 6,293,898.67 2,752,095.96 56.27 157.03 224.70 减少 9.11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化学制剂 6,699,175,307.66 1,362,807,966.99 79.66 8.44 7.93 增加 0.10 个百分点 

化学原料药及中

间体 
3,934,784,153.44 2,625,972,440.71 33.26 12.24 15.67 减少 1.98 个百分点 

诊断试剂及设备 1,382,748,085.32 414,163,893.55 70.05 83.28 41.17 增加 8.94 个百分点 

中药制剂 1,247,075,910.10 339,295,382.97 72.79 -4.70 3.51 减少 2.16 个百分点 

保健品 145,411,197.65 45,682,412.00 68.58 -5.24 -24.04 增加 7.77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境内 10,785,410,799.31 3,182,220,956.99 70.50 7.77 9.34 减少 0.42 个百分点 

境外 2,660,465,034.53 1,638,784,094.42 38.40 40.41 25.60 增加 7.26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本公司主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34.4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5.43 亿元，增幅

12.97%。其中，化学制剂产品同比增长 8.44%，化学原料药和中间体产品同比增长 12.24%，诊断

试剂及设备同比增长 83.28%。 

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主要是公司不断深化营销体制改革，实行精细化管理，重点制剂产

品销售收入对整体营收贡献持续提升，如化学制剂主要产品注射用艾普拉唑钠销售同比快速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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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盐酸哌罗匹隆片、马来酸氟伏沙明片销售同比实现持续较大增

长；中药制剂主要产品抗病毒颗粒因受疫情影响，销售同比大幅增长；加之化学原料药主要品种

美罗培南原料药出口实现大幅增长及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试剂产品实现新增销售，为公司整体

业绩的稳步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持。 

公司持续开拓海外市场，报告期内实现境外营业收入 26.6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41%。 

 

3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七届董事会四十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对公司会计政策进

行相应变更，并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

称：解释第 13 号)。解释第 13 号修订了构成业务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

度测试”的方法。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共同成员单位（包

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企业合营企业

或联营企业等。解释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

更进行会计处理。 

采用解释第 13 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6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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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2020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详见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本公司本年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1 户，减少 1 户，详见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六“合

并范围的变更”。 

 

 

 

 

董事长：朱保国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