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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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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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89,712,38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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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安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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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9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汤沁

陶亚东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黄杨路 2 号

重庆市渝北区黄杨路 2 号

传真

023-68573999

023-68573999

电话

023-61213003

023-61213003

电子信箱

tangqin@fapharm.com

taoyadong@faphar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系化学制药企业，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公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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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化学药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公司拥有药品研发、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制剂生产和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布局，产品
涉及抗生素类、抗肿瘤类、特色专科药类等多个类别药品，销售业务覆盖国内大多数省份，同时有产品出口业务。报告期内，
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药品类别

药品名称
庆大霉素
头孢呋辛钠

头孢唑肟钠
抗生素类（包括原料药、
头孢美唑钠
制剂不同规格）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钠
拉氧头孢钠
头孢他啶
枸橼酸托瑞米芬片（制剂）
抗肿瘤类

特色专科药类

主要用途
抗感染药物，用于治疗细菌引起的感染

抗感染药物，主要治疗敏感菌引起的各种感染

用于治疗乳腺癌

盐酸吉西他滨（中间体、原料药）

用于治疗不能手术的晚期或转移性胰腺癌及治疗局部进展
性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盐酸昂丹司琼（原料药、制剂）
盐酸格拉司琼（原料药、制剂）
多索茶碱（原料药、制剂）

为抗肿瘤辅助用药，用于放射、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为抗肿瘤辅助用药，用于放射、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用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炎引起的呼吸困难等

奥拉西坦
尼麦角林胶囊
洛伐他汀

用于脑损伤及引起的神经功能缺失、记忆与智能障碍的治疗
用于治疗头疼，祛眩晕，预防和治疗脑中风
降血脂药物，用于治疗高胆固醇血症和混合型高脂血症

碘海醇注射液

适用于成人及儿童的血管及体腔内注射，在临床中进行血管
造影等

罗库溴铵注射液
谷胱甘肽

全身麻醉辅助用药，用于常规诱导麻醉期间气管插管，以及
维持手术中骨骼肌松弛
适应于慢性乙肝的保肝治疗

（三）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设立集团采购部，统一负责采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需各类物资，包括原辅料、包装材料，生产设备、配件及辅助
材料、研发仪器等。采取“以产定购模式”，采购部门根据各单位及各部门生产计划及申购计划，结合库存情况，统一编制采
购计划报批后实施。
采购原则以质量第一，经质检合格后，采购部根据供应商资质、报价、区位、售后服务等情况综合判断确定供应商。公
司建有原材料供应商评价与档案制度，并与产品质量优良、信誉好的供应商确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集团采购模式有利于
降低公司整体采购成本。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各公司计划调度部门根据销售计划和实际订单情况、库存情况，制定和调整季度或月
生产计划报批后实施。各公司生产车间根据生产计划严格按照 GMP 规范组织生产，质量保证部门负责药品质量监控、质量
检验部门负责对药品进行检验，安全环保部门负责安全生产、废水、废液管理。
公司部分子公司除自主生产制剂药品外，也作为受托方接受其他药品生产企业的委托进行药品加工。
3、销售模式
公司各子公司设有销售部门，负责销售管理，市场策划、招投标等工作，销售产品涉及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制剂。
（1）医药中间体、原料药销售模式
公司各子公司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在国内的销售模式主要为直销，即由公司直接供应给原料药或制剂生产厂家。在出口
的销售模式主要为通过具备出口业务资质的子公司直接同国外采购方签订销售合同，产品经检验合格、履行报关程序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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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至国外。
（2）制剂的销售模式
公司化学制剂产品主要为处方药，以各类医院为目标终端市场。在销售方式上以专门负责药品经销业务的子公司和经销
商代理相结合的模式为主。随着“两票制”政策的推进，公司制剂类产品逐步增加自主销售模式，减少代理商销售模式，即由
公司作为药品生产厂家直接将药品销售给经销商，再由经销商销售给医院；
（四）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复工复产、物流配送、市场销售、生产经营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随着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的深入推进、带量采购、一致性评价等行业政策的开展和实施，以及医保目录的调整，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加剧、现有
产品利润空间受到进一步压缩，因此，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有所下降。
（五）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医药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制造 2025 和战略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国家历来重视医药产业的发展，
提出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鼓励企业自出创新，加强对重大疾病防治技术和新药
研制关键技术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医疗改革政策的深入推进，短期对部分行业企业发展带来压力，但是从中长期看，随着人口老龄化
的加剧，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医疗刚性支出将持续增长。因此未来医药行业仍将保持较好的发展确实，但对医药企业来说，
将在结构性变革中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具备研发能力、品种、资金、规模、市场优势的企业将是行业发展的受益者。
公司具备化学制药全产业链优势，从药品研发、中间体、原料药到制剂各业务板块齐全，管理团队经验丰富，产品种类
众多，涵盖众多治疗领域，近年来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研发工作有序推进，规模逐步扩大，成为国内具备一定竞争力的制药
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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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368,343,296.69

2,780,740,647.12

-14.83%

2,669,296,08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369,531.45

292,829,529.80

-28.50%

-359,976,33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86,320,576.61

259,220,953.55

-28.12%

-382,750,18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552,887.98

295,627,587.16

-45.01%

267,675,482.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5

-28.00%

-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5

-28.00%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6%

7.62%

-2.46%

-9.18%

营业收入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资产总额

5,972,794,421.99

4,735,968,547.74

26.12%

4,292,609,23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00,195,667.69

3,988,845,254.01

2.79%

3,693,665,57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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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

2018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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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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998,133.15

590,072,691.45

658,530,372.45

547,742,09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396,960.97

63,929,899.86

63,167,425.00

13,869,64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678,233.07

61,999,533.90

61,087,156.23

555,65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89,443.33

7,162,360.34

67,822,702.90

58,878,381.41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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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5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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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例

汪天祥

境内自然人

24.00%

285,499,420

214,124,565

蒋晨

境内自然人

2.53%

30,062,100

22,546,575

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83%

21,774,713

0

GRACEPEAK PTE LTD.

境外法人

1.81%

21,502,837

0

黄涛

境内自然人

0.93%

11,123,442

10,592,581

申万宏源证券－民生银行－申万宏
源领航 20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2%

9,745,795

0

吕健

境内自然人

0.53%

6,291,038

0

任明

境内自然人

0.46%

5,474,496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1%

4,819,287

0

杭州中证大道慧金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0%

4,724,43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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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16,825,800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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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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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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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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一方面遵守国家防疫要求，积极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克服疫情影响，努力开展复工复产工作，抓好安全环保工作，积极推动研发项目取得进展、布局新产品、
新领域，，推进投资项目交易完成，持续优化管理架构，提高管理和决策执行效率，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6,834.3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0,936.95 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 28.50%。
报告期，公司业绩下滑主要原因为：
（1）受疫情影响，初期人员返工、物流受阻，复工复产时间较往年延迟，部分疫情
重点区域公司未能按时开工，产品生产、销售因疫情而受到不利影响，原料药销售收入减少，后期疫情在全球范围爆发，对
公司出口业务亦造成一定影响；
（2）随着医保目录调整，公司部分药品退出国家医保目录或部分省级医保目录，该部分产品
本期销量同比减少。
公司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复工复产工作，尽最大努力减少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同时也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通过捐赠物资方式支援抗击疫情。并且公司近年新获批产品随着市场推广和开发销量开始增加，优化公司产品结构
的同时，有效的缓解了医保目录调整对公司销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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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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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制剂

1,638,120,407.15

1,355,397,951.21

82.74%

-7.96%

-7.89%

0.06%

原料药及中间体

683,604,338.09

173,606,420.31

25.40%

-27.02%

-38.09%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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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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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A、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
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应收账款
存货
其他流动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未分配利润

2019年12月31日
339,323,605.95
519,760,307.61
10,352,536.24
32,387,753.98
78,498,929.47

31,554,062.66
495,857,488.40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176.98
-8,091.85
3,813,274.19
1,071,303.03
-78,498,929.47
70,472,541.71
15,052,428.08
587,597.39
-2,716,975.36

2020年1月1日
339,343,782.93
519,752,215.76
14,165,810.43
33,459,057.01
70,472,541.71
15,052,428.08
32,141,660.05
493,140,513.04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2019年12月31日
466,341.12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466,341.12
439,944.45
26,396.67

2020年1月1日
439,944.45
26,396.67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公司采用简化处理方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
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采用该简化方法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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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B、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
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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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本公司的合并范围新增四家子公司，其中本公司新增两家子公司（顺劲、福爱），本公司之子公司天衡制药新增
两家子公司（美国天衡、Red Realty LLC）。
2020 年 4 月 30 日，本公司以 336,221.07 元的现金支付对价，取得江西顺劲医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并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纳入合并范围。
2020 年 7 月 31 日，本公司与重庆爱永星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重庆福爱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取得由酉阳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242MA612P905D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及实
收资本均为 1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70 万元，持股比例为 70%；重庆爱永星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30 万
元，持股比例为 30%。公司住所为重庆市酉阳县板溪镇工业园区商业办公楼底层 9-9 号楼（物理一层商铺 1-5、物理二层 2-1），
主要从事药品批发；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
售，化妆品批发，日用玻璃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重庆福爱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自 2020 年 9 月建账，从建账之日起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2019 年 12 月，系本公司之子公司天衡制药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 Fuan Tianheng(USA),LLC，设立目的主要为推进与
Red Realty LLC《股权购买和增资协议》的实施，同时进一步开拓国际业务。Fuan Tianheng(USA),LLC 自 2020 年 3 月建账，
从建账之日起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Red Realty LLC 系本公司之子公司天衡制药在美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Fuan Tianheng(USA),LLC 作为买方和增资方，通
过受让老股和增资相结合的方式，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取得其 51%的股权和对应的各项股东权利和权益，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起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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