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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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21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22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 888,276,13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6.80 元（含税），预

计派发现金股利 604,027,769.08 元（含税）。该预案尚需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鉴于未

来实施分配方案时公司的可转债处于转股期，公司总股本在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存在因可转债

转股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公司将按照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

不变的原则对分红总额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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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川药业 600566 洪城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曹伟 

办公地址 江苏省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电话 0523-89719161 

电子信箱 caowei@jumpca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药品产品线主要围绕儿科、消化、呼吸等领域，主要产品为蒲地蓝消炎口服液、雷贝拉

唑钠肠溶胶囊、小儿豉翘清热颗粒等。其中，蒲地蓝消炎口服液为独家剂型，临床上主要用于腮

腺炎、咽炎、扁桃体炎、疖肿等；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是新一代质子泵抑制剂，主治十二指肠溃

疡、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小儿豉翘清热颗粒为独家品种，主治小儿风热感冒。 

除药品业务外，公司子公司蒲地蓝日化主要从事蒲地蓝牙膏等日化产品业务，康煦源主要从

事保健品业务。 

（二）公司经营模式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1、医药工业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采购、生产、销售模式如下：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部门根据生产部提供的物料需求计划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并据此制定采购资金

安排计划，由财务部门汇总后报批执行。对于中药材通常根据品种、产地、季节情况采用按月、

双月或季度的周期性采购方式，而一般原材料严格按采购计划及时定量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制订生产计划，基本流程为：每月召开产、供、销协调会，先由销

售部门根据销售走势预测编制下月的销售计划，再由生产、采购部门结合产品库存情况确定下月

的生产计划。各生产车间依据月度生产计划制定生产作业计划，并据此安排生产。 

公司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生产部负责具体产品的生产过程管理，质管

部则对各项关键质量控制点进行监督，保证产品质量。 

（3）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以专业化学术推广为主、渠道分销为辅的销售模式。 

在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下，公司主要通过学术推广部门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营销办事机构组

织学术推广会议或学术研讨会，介绍产品的特点以及基础理论和最新临床疗效研究成果，通过宣

传使专业人员和客户对产品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公司参与各省药品招标，中标后由医疗机构直

接或通过医药商业企业向公司采购产品。公司通过学术推广人员以其具有的专业产品知识和推广

经验，在各地区开展营销活动，同时反馈药品在临床使用过程中的不良反应等信息。在 OTC 门店

零售终端，通过 OTC管理团队，针对性地开展终端动销，实施 OTC品种的陈列、宣传和推广活动。

此外，公司还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产品。在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下，为加强对终端市场资源的信

息沟通和控制力度，各项推广活动均在公司的统一指导和规划下进行。 

除主要采用专业化的学术推广模式外，公司还部分采用了渠道分销的销售模式。在该模式下，

医药商业公司向公司进行采购，再将产品销售至医疗机构或药店。 

2、医药商业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济源医药、药品销售公司为平台，从事药品的配送、批发和零售，销售本

公司及其他企业的医药产品。报告期内医药商业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3.72%。 

（三）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医药行业关系国计民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居民健康

消费能力和意识的提高，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的推进以及医疗卫生投入的加大是医药行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近年来随着带量采购、医保控费等一系列医疗卫生体制深入改革措施的施行，医药行业逐步

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挑战与机遇并存。2021年，随着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医药行业实现恢复性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我国 2021 年医药制造业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29,288.5亿元，同比增长 20.1%，实现利润总额 6,271.4亿元，同

比增长 77.9% 

医药行业需求刚性特征突出，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四）公司市场地位及业绩驱动因素 

根据米内网查询结果，公司主要产品蒲地蓝消炎口服液、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以及小儿豉翘

清热颗粒在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实现增长，

主要原因是随疫情的有效控制，隔离措施逐步解除，医疗机构逐步恢复正常运行，疫情对公司经

营带来的不利影响逐渐消除；公司产品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提升，梯队产品的销售实现了高速增

长；公司积极加强销售渠道的拓展，积极推进空白市场、潜力市场的开发，形成新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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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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2,131,036,777.90 10,515,832,622.85 15.36 8,664,643,251.4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9,116,878,404.95 7,763,181,238.20 17.44 6,104,430,048.44 

营业收入 7,630,510,000.18 6,164,974,167.54 23.77 6,939,993,811.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19,175,931.11 1,277,212,486.54 34.60 1,622,973,893.0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56,880,008.39 1,234,177,386.46 26.15 1,565,921,810.3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94,329,392.98 1,781,691,163.33 6.32 2,147,676,112.1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0.46 19.89 增加0.57个百分点 28.4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94 1.53 26.80 1.9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91 1.53 24.8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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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276,244.30 1,765,865,281.67 1,726,923,749.29 2,221,444,72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39,096,655.30 414,748,690.19 418,126,402.29 447,204,18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08,926,399.90 396,224,971.09 390,607,833.15 361,120,804.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28,435,343.48 496,740,869.48 369,984,230.48 299,168,949.5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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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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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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0 416,757,360 46.92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西藏济川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0 100,000,000 11.26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曹龙祥 0 46,838,458 5.27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78,979 15,647,061 1.76 0 无   境外法人 

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3,501,500 10,607,602 1.19 0 无   国有法人 

江苏疌泉毅达融京股权

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1,908,599 8,529,814 0.96 0 无   国有法人 

葛红玉 5,090,024 5,090,024 0.57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平安安赢股票型养老金

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4,244,500 4,244,500 0.48 0 无   其他 

刘步松 2,087,501 3,787,083 0.43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姜芳 3,713,600 3,713,600 0.42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济川控股、西藏创投、曹龙祥为一致行动

人。其他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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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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61,750.50 万元，同比增长 23.85%。其中医药工业主营

业务收入为 733,384.27 万元，同比增长 23.67%，医药商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28,366.23 万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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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28.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71,917.59万元，同比增长 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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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