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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5              证券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2021-013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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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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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33148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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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大华特 股票代码 0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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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智胜 王春阳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7703 号  华特广场  A422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7703 号  华特广场  A422 

传真 0531-85198602 0531-85198602 

电话 0531-85198606 0531-85198601 

电子信箱 fzs@sd-wit.com wangcy@sd-wi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介绍 

公司以“水更清、天更蓝、环境更优美、人类更健康”为使命，以医药、环保为主营业务，其他业务涉及教育、新材料、

信息等领域。 

医药业务是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子公司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坚持“使千千万万中国儿童健康

强壮”的企业使命，专注于儿童健康领域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形成了以“儿童保健和治疗领域”为核心的儿童健康产业布局。

达因药业在业内倡导并坚持“量身定制儿童药物”的研发理念，设立了专业的儿童药物研究院，积极开展儿童药物研发创新工

作；达因药业在山东荣成建立了现代化的儿童药物生产基地，基地的设计布局完全按照儿童专用药品的研发生产需要设计，

剂型涵盖了口服液、滴剂、颗粒剂、口腔崩解片、透皮制剂、软膏外用等儿童适宜剂型。目前达因药业主要产品包括维生素

AD滴剂（伊可新）、维生素D滴剂（伊D新）、复方碳酸钙泡腾颗粒（盖笛欣）、甘草锌颗粒（伊甘欣）、右旋糖酐铁颗粒

（伊佳新）、口服补液盐散、阿奇霉素颗粒、利福昔明干混悬剂等，其中“伊可新”为全国驰名商标，多年来一直位居同类产

品市场占有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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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业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山大华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营。2020年，本着做优做强环保产业的目标，公司对环保

三个业务单元进行了资源整合，将环保分公司、环保科技事业部、山东山大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整合成为一个新的经营单位即

山东山大华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保科技公司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水处理、大气治理、固废治理等主要环境治理技术

的综合性环保企业，既有环保装备的生产能力，也具备环保工程的项目设计、施工以及服务的能力。环保科技公司将致力于

成为国内领先的环境服务综合方案提供商，为区域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综合、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目前，环保科技公司主

要的业务包括：二氧化氯发生器、次氯酸钠发生器、臭氧发生器等环保产品的生产销售，是业内消毒设备产品最为齐全的企

业；脱硫、脱硝、除尘等大气治理业务；高难工业废水治理、城市河道黑臭水体治理等生态治理业务。 

2、行业现状 

医药行业：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医药产业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医药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入。

政策的总体趋势是提高我国医药产品的质量和供应能力，淘汰落后产能，不断满足人民治疗保健的需要。药品国家集采已进

行了第四批，集采的范围和品种不断扩大，随着集采常态化的推进，普通仿制药竞争十分激烈，同质化产品价格大幅下降、

市场容量大幅萎缩；仿制药生存环境的变化以及审评审批向创新药倾斜、医保谈判以及医保目录动态调整等鼓励创新的政策

措施，加速推进药企走上创新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国内市场的巨大压力，也推动部分药企迈上国际化发展之路；在药品流通

领域，带量采购、两票制、医药代表备案制等政策，迫使医药企业营销模式转型，产品销售受节约成本、规范推广的限制。

在药品降价和创新转型的大趋势下，医药行业的集中度有望得到提升，呈现强者恒强的局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

年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2.8%。 

    环保行业：十三五时期，我国以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线，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

依法治污、科学治污取得突出进展，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得到根本扭转，环境质量逐步改善。过去十余年，我国环保产业经

历了高速发展，在强劲市场需求的驱动下，各类市场投资主体持续进入环保产业，加剧了行业竞争。一批具有技术、资本、

管理优势的企业发展成为龙头，行业集中度提升。环境污染治理由点、面治理，逐步向系统治理、区域治理转化，在此过程

中，部分优势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环保企业凭借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转化为环境治理平台型企业，大部分中小企业成为龙

头企业的配套供应商或分包商。环保行业是强政策相关性行业，在国家政策指引下，环保板块的轮动特征表现明显。目前，

大气治理、水处理业务已进入成熟期，固废治理正处于发展阶段，土壤治理尚待更好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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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821,033,958.04 1,799,947,846.95 1.17% 1,526,231,27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0,756,639.28 204,102,270.09 42.46% 129,690,45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6,850,960.99 191,890,297.00 39.06% 149,297,632.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5,551,506.32 243,541,497.40 202.02% 538,562,683.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4 0.87 42.53%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4 0.87 42.53%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9% 12.26% 增加 3.53 个百分点 8.4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3,694,977,604.81 3,152,463,167.36 17.21% 2,899,711,20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52,595,837.52 1,731,138,508.43 12.79% 1,597,914,4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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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257,077.01 508,466,405.57 534,061,225.67 454,249,24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564,128.20 85,434,234.92 92,471,446.72 63,286,8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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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269,118.36 80,652,620.95 88,046,287.16 50,882,934.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340,929.80 225,403,926.45 223,890,780.95 190,915,8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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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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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00% 51,544,340 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双擎升级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4.07% 9,546,685 0  0 

尹俊涛 境内自然人 2.67% 6,246,237 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创新升级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6% 4,599,955 0  0 

广发基金－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广发基金－国新 2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2% 4,268,696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1.78% 4,168,555 0  0 

#陈慧霞 境内自然人 1.32% 3,100,000 0  0 

#魏菲 境内自然人 1.30% 3,041,968 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元新兴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4% 2,670,009 0  0 

广发基金－中国银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11% 2,608,618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陈慧霞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3,100,000 股，魏菲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041,96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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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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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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公司由高校企业转为地方国企的变革之年，公司积极融入山东国资管理体系，全面对接山东国投管理系统，

成功实现公司战略转型。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公司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营管理工作，坚持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战略引领，聚焦主业，创新发展。在全体员工的艰苦努力下，公司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取得

了较好的发展成就。 

1、优化资产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公司将环保工程公司、环保分公司、环保科技事业部三个经营单元合并整合为新的

山东山大华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三个业务单元合并成一个经营主体后，优势共享、资源互补，规模、实

力有了很大提高。公司环保业务将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环境服务综合方案提供商，为区域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综合、系统

的整体解决方案；为理顺资产与管理关系，公司将信息与自动化事业部整体经营性资产注入全资子公司华特信息公司，增加

其注册资本 1600 万元，解决了多年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问题，为信息业务快速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为进一步聚焦主业，公司控股子公司知新材料公司将其持有的知新化工公司 100%的股权整体转让给了山大产业集团。转让

知新化工股权，可减少公司业务范围，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进一步聚焦优势产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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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业绩创新高。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公司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实现预算目标不动摇，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全

力做好经营管理工作。2020 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8.2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1 亿元，分别比 2019

年增长 1.17%和 42.46%，公司业绩再创历史新高。 

达因药业积极应对疫情冲击和行业政策变化，变危为机，及时果断调整经营策略，发挥维矿类系列产品品种丰富的优势，

以“免疫力”为核心的品类教育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构建并不断完善数字化营销体系，通过互联网进行学术推广活动以

及产品宣传，市场销售更加立体和灵活多样；生产基地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生产的智能化、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产能不断

扩大，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疫情期间一直坚持生产，全力保障了市场供应；持续进行市场形象建设，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了

良好的口碑，行业影响力日益增强，2020 年获得了“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工业企业综合实力百强”、“2020 中国化学制药行

业 OTC 优秀产品品牌”等诸多荣誉，品牌塑造再添华章。2020 年，达因药业全面完成了各项经营指标，取得了非常优秀的

经营业绩，为山大华特业绩的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1.24 亿元，比 2019 年增长 4.7%（可比口径增长

16.88%），实现净利润 5 亿元，比 2019 年大幅增长 59.99%。 

公司环保业务 2020 年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3.49 亿元，同比增长 3.22%。疫情对工程类项目的影响较一般行业更大，公司

环保业务克服重重困难，实现逆势增长。环保工程公司致力于做优质工程、精品工程，贯彻“根植山东，走向全国”的既定

方针，主动出击，在河北、福建等省区实现业务零的突破，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环保分公司“智慧协同消毒”理念在行

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被国家工信部授予“环保装备制造行业规范化”企业，获得水消毒产品唯一“山东知名品牌”，同时

积极创新转型，在传统二氧化氯发生器市场萎缩的情况下，臭氧发生器和次氯酸钠发生器成为新的业绩支撑；环保科技事业

部加强市场开拓，重要项目提前介入、全程服务，提高了中标率，生态治理和污水处理等业务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后劲。 

公司其他经营单元在 2020 年也取得了较好业绩。卧龙学校坚持党建引领，在沂南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疫情防控和教

学育人取得较好成果。2020 年中高考再传佳绩，经营保持稳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物业公司通过建立客户联盟、

管家式服务等举措，使公司自有房屋保持较高的出租率；华特信息明确了业务发展重点方向，调整业务发展模式，在能源等

重点行业推进 IT 服务和应用软件服务，业绩不断增长；知新材料完成对知新化工股权的转让，取得投资收益实现较大盈利，

经营管理工作取得新进步。 

3、内部控制建设取得新的成效。内部控制是以规则意识和底线思维来强内控、防风险、促合规，规范服务于发展，根

本目的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公司持续加强内控建设，以内控工作为抓手，不断提高治理水平。2020

年度，以公司章程为核心，修订与制定了二十多项制度和配套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制度体系，促进公司规范治理。 

4、持续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树立创新驱动意识，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强化科技创新能力。达因药业引进了山东省泰

山产业领军人才等高端科技人员，装备了国内外先进的科研设备，研发体系持续完善，“特色儿童药关键技术体系构建及规

模产业化”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环保研究院积极寻求新技术、新项目，组织开展了包括省重点研发课题示范工程等

多项科技攻关。2020年，公司授权知识产权23项，持续发展的能力增强。  

5、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发展的凝聚力。公司举办了“同心同德谋发展，继往开来谱新篇”主题党日及“奋进新

时代，最美华特人”等活动。工会认真听取职工代表对公司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关系职工重大利益的事项提交职代会讨论审

议。公司完善了绩效考核体系，激励员工干事创业，提高员工报酬和福利，员工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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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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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产品 1,124,117,126.53 580,021,062.09 83.80% 4.70% 58.82% -0.72% 

环保设备及工程 348,811,502.16 24,843,388.74 28.27% 3.22% 50.69% 5.44% 

教育 210,306,687.13 24,560,275.14 18.27% -0.61% -18.46%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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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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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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经第九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决议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公

司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

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

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合同成本、预收款项等。  

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公

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就相关事项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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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次处置至丧失控制权而减少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

置比

例% 

股权处

置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

权时点的

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

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享有该子

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合并财务报表

中与该子公司

相关的商誉 

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 27,782,200.00 100% 转让 2020.12.29 不控制 1,081,764.58 0.00 

续： 

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权之日

剩余股权的比例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

股权的账面价值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公允价值 

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

的利得/损失 

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2020年12月28日，公司持有64.41%股份比例的子公司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协议，知新材料将其持有的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山大产业集团。2020年12月29日，协议双

方已办理完毕知新化工股权过户手续。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知新化工本年度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仍进行合并，资产负债

表未经合并。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朱效平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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