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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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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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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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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药业 股票代码 00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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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依伊 朱凤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滨海新城沥海镇南滨西路 36 号 浙江省绍兴滨海新城沥海镇南滨西路36号 

电话 0575-84810101 0575-84810101 

电子信箱 ytdsh@ytyaoye.com ytdsh@ytyaoy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医药制造业务，包括化学制剂、化学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的客户为医药商业、配送企业及医疗机构。 

1、化学制剂业务 

公司的化学制剂业务主要分为抗生素类药品和非抗生素类药品两大类，截至目前，共拥有101个制剂类

药品批准文号。目前在产的抗生素类药品主要包括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分散片、阿奇霉素分散片、注射用

阿奇霉素、罗红霉素胶囊、注射用头孢唑肟钠等52个药品批准文号；非抗生素类药品主要包括消化系统药

（如注射用泮托拉唑钠、注射用奥美拉唑钠、奥美拉唑肠溶胶囊、兰索拉唑肠溶胶囊等）、抗病毒药（如

注射用利巴韦林、注射用阿昔洛韦、注射用更昔洛韦等）、心血管药、解热镇痛药等49个药品批准文号。 

2、化学原料药 

公司的化学原料药主要是为自身制剂业务提供原料药供应，并部分对外进行销售。截至目前，共拥有5

个原料药批准文号产品，分别为罗红霉素、阿奇霉素、埃索美拉唑钠、替加环素、恩替卡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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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技术部根据销售需求制定各生产车间的生产计划，并根据前期生产水平，制定原辅材料、内

外包装材料计划定额，报生产管理负责人批准后交物资管理部实施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严格按照GMP要求管理运营，以保证药品质量及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为目的，通过不断提高药

品生产的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实现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公司生产技术部统一管理公司生产车间，按照年度销售计划及实际订单情况、库存情况，制定和调整

月生产作业计划。生产技术部根据生产计划调度工作，合理调度动力保障及其他相关部门的人力、物力，

确保生产计划的顺利完成。 

公司设立质量保证部负责制定质量管理、生产管理等制度，负责全过程质量监控；公司设立质量控制

部负责原辅料、中间产品、成品的检验以及环境监测。 

（3）销售模式 

公司设置销售部负责产品销售。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及年度经营目标，编制年度、季度、月度经营销售

计划和回款计划，调度销售力量，保证按时完成销售目标及回款任务。 

    公司在重点销售区域建立了销售网络，各地销售人员与总部的销售人员一起，广泛参与各地的招投标

工作，公司通过组建营销团队及与专业推广公司合作的方式，建立了覆盖医疗机构、药店和其他商业渠道

的营销网络。公司结合销售人员或专业推广人员在当地的产品推广，将销售渠道直接延伸到终端，如各级

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连锁药店、单体药店等，同时公司销售模式也逐步从传统营销向专业

学术营销、精细化招商和精准营销转变以提高销售效率和市场份额。 

（三）报告期内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管控加强，药店销售感冒、退烧、消炎药实施实时监控，医院

门诊量、住院病人和医院手术量大幅减少，终端市场如各级医院、卫生院、药店等业务量下降，虽然公司

通过加强营销队伍建设，加大市场推广和销售力度等方式积极应对行业及市场环境变化，但公司作为医药

制剂企业，销售量受到一定影响，公司营业收入有所下降。 

2020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27.50万元，业绩实现扭亏为盈，主要系公司柯

桥厂区房屋拆迁补偿所致。 

（四）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医药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医疗卫生体系制度的不断完善、生活工作环境的变化和人们健康观念的转变以及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医药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2020年3月3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分别以总局27和28号令文公布《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药品

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两部规章将于2020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两部规章的修订将为强化药品质量安全风

险控制，规范和加强药品监管，保障药品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奠定法治基础。相较旧版药品注册流程，

新版注册流程与审批过程将更高效，新版办法强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对于推动我

国医药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医保支出大幅增长，“控费”成了医药改革的主旋律。2020年1月17日、8月20日

以及11月5日，国家分别组织了第二轮、第三轮药品集中采购以及冠脉支架集中采购，降价幅度显著。以

第三轮集采为例，此次集采共涉及85款药品平均降幅53%，最高降价幅度超95%。集采范围不断扩大化且

常态化已成为业界共识，未来注射液、器械耗材、胰岛素等领域也逐步被纳入。以带量采购为代表的医改

加快了仿制药、高值耗材等降价节奏，仿制药盈利能力大幅下滑，国内医药企业创新之路势在必行。在国

家不断推进创新发展的大背景下，药企需加速向创新方向转型。未来创新能力突出，产品线布局广泛的企

业将在行业洗牌中脱颖而出。 

2020年5月14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意味

着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工作正式启动。一致性评价是制药行业供给侧改革和集中度提升的有力驱动，推动整

个仿制药行业完成质量升级和供应格局优化。一致性评价将重构仿制药竞争格局，倒逼更多的国内仿制药

药企从低端向高端仿制转型，推动药企提升存量药品的质量，淘汰大量同质化重复建设的落后产能，而具

有创新性、满足临床需求的药物将继续得到鼓励，上市速度大大加快。 

2020年12月28日，国家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2020年医保药品目录谈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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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谈判共涉及162种药品，其中119种谈判成功，包括96个独家药品，谈判成功率73.46%，谈成药品平均

价格降幅为50.64%。本次谈判也包含了已在医保目录内的14种经济性欠佳的独家品种，均谈判成功，价格

平均降幅43.46%。通过本次药品谈判和医保目录调整，共119种药品被新增进入目录，29种原目录内药品

被调出目录，谈判结果整体符合预期，对创新药企尤其是国产创新药企形成显著利好。医保目录动态调整

机制将疗效不明确且占用大量医保资金的药品调出，为疗效明确且临床必需的创新药腾出进入空间。同时，

一年一次的动态调整通过及时谈判将高价值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以“以量换价”方式加速了创新药的放

量。 

在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医保目录调整，以及注册制度改革、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加快新药

审批等一系列医改政策影响下，我国医药产业正加快从“仿制”向“创新”转型。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制药企业积极响应《中国制造2025》政策，加大对仿制药、创新药

的研发，提升制药技术水平，加快我国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转变。未来我国医药工业的产业结构将

进一步升级，持续进行大量研发投入、具备创新转型意识、生产工艺先进、药品疗效好的医药企业在升级

过程将具有更大的优势。 

健康需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且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需求刚性大，弹性小，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

因而医药行业是典型的弱周期性行业，具有防御性强的特征。医药行业作为需求刚性特征最为明显的行业

之一，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不明显。 

2、行业地位 

目前国内制药企业众多，竞争较为激烈。公司通过提升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突出核心产品竞争

优势等方式提高市场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医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相继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加大了对生产商的监管和检

查力度。随着医药监管力度加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药品制造企业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公司继续积极开

展高端仿制药、创新药研发工作，一方面持续研发投入，推进项目注册申报和产品研发，推动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另一方面完善产品研发管线布局，不断开拓新领域、开发新产品，丰富产品结构，

增加产品储备，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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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514,885,287.44 709,291,124.12 709,291,124.12 -27.41% 
1,309,709,237.

78 

1,132,392,747.

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7,274,987.52 

-2,068,654,854.

33 

-1,920,673,762.

31 
101.42% 207,785,781.83 150,945,98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3,131,240.3

8 

-2,088,067,403.

27 

-1,940,086,311.

25 
92.62% 198,785,678.69 141,945,884.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806,768.20 -55,736,754.67 -55,736,754.67 131.95% 36,994,829.22 36,994,829.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3.86 -3.58 101.40% 0.39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3.86 -3.58 101.40% 0.39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2% -128.48% -125.03% 129.25% 8.55% 6.5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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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956,320,525.

62 

2,268,340,003.

91 

2,268,340,003.

91 
-13.76% 

3,297,227,179.

15 

3,538,590,255.

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60,408,727.15 633,059,767.95 633,059,767.95 4.32% 

2,512,310,609.

62 

2,364,329,517.

6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2021 年 2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2021〕2 号），根据该告知书的调查结

论，公司对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追溯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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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591,017.78 109,719,307.69 102,363,735.22 154,211,22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07,438.24 -29,479,441.15 -52,649,785.13 134,211,65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999,186.61 -30,337,061.74 -61,138,009.40 -24,656,982.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06,047.79 -97,304,782.65 103,337,465.12 6,968,03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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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3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8,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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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亚太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40% 104,100,000 0 

质押 88,100,000 

冻结 104,100,000 

绍兴柯桥亚太

房地产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58% 40,662,000 0 

质押 34,500,000 

冻结 40,662,000 

陈尧根 境内自然人 5.06% 27,140,218 20,355,163 
质押 25,000,000 

冻结 27,140,218 

钟婉珍 境内自然人 3.93% 21,101,892 15,826,419 
质押 21,000,000 

冻结 21,101,892 

吕旭幸 境内自然人 3.75% 20,097,040 15,072,780 质押 20,000,000 

沈依伊 境内自然人 3.37% 18,087,336 13,565,502 质押 18,000,000 

任军 境内自然人 2.04% 10,949,934 8,212,450 
质押 10,949,934 

冻结 10,94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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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琪 境内自然人 1.86% 10,000,000 0 质押 5,000,000 

陈佳琪 境内自然人 1.86% 10,000,000 0 质押 5,000,000 

张春宇 境内自然人 1.71% 9,197,63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尧根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为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

第二大股东；钟婉珍女士为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之配偶；陈奕琪女士、陈佳琪

女士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之女儿；吕旭幸先生为公司董事，公司股东陈奕琪

女士之配偶；沈依伊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公司股东陈佳琪女士之配偶；

任军先生为公司原董事，子公司上海新生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除以上情况外，未知

公司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张春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9,197,638 股，合计持有

9,19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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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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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浙江亚太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亚药转债 128062 2019 年 04 月 02 日 2025 年 04 月 02 日 96,396.3 

第一年 0.3%、 

第二年 0.5%、 

第三年 1.0%、 

第四年 1.5%、 

第五年 1.8%、 

第六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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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9年6月24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跟踪评级报告》，跟踪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公开发行的“亚药转债”的债券信用

等级为 AA 级，与“亚药转债”发行时评级结果无差异。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见2019年6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11月7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新世纪评级关于调整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评级

展望的公告》，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由AA/稳定调整为AA/负面，“亚药转债”信用等级为AA；2020年1月8日，上海新世纪资

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新世纪评级关于下调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信用等级的公告》，下调公司主体信用等

级为A+，列入负面观察名单，下调“亚药转债”信用等级为A+，具体详见2019年11月16日、2020年1月9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相关公告。 

2020年4月29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跟踪评级报告》，跟踪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级，评级展望为负面，公司公开发行的“亚药转债”的债券信用等级

为A-级。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

告》详见2020年4月3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年3月4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新世纪评级关于调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信用等级

的公告》，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BBB，评级展望维持负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BBB；

具体详见2021年3月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相关公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66.24% 72.09% -5.85%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4.57% -169.27% 183.84% 

利息保障倍数 1.34 -27.88 104.81%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公司上下共同努力，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组织复工复

产，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公司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持续专注医药制造业，坚持研发创新为导向，不断优化产品管线，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合理安排和使用资金，确保公司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4,885,287.4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7.41%；营业利润51,089,379.7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02.66%；利润总额28,398,099.1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1.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7,274,987.52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101.42%。公司本期业绩实现扭亏为盈，主要系公司柯桥厂区房屋拆迁补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1)完善研发管理体系建设，增加研发产品储备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发展战略和药品审评审批改革的不断深化，继续完善公司研发管理体系建设，强化法规培训、项目

管理和风险控制，适时调整项目进度，优化技术人员结构，推进项目申报和技术研发工作，完善产品研发管线布局，增加产

品储备，丰富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新增1项发明专利授权，8项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获

得受理，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获得药品注册批件；枸橼酸莫沙必利颗粒、头孢克肟胶囊、塞来昔布胶囊的注册申请获得受

理。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现有仿制药品种的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公司正在进行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共11个（7个

口服制剂，4个注射剂），其中头孢氨苄胶囊、盐酸二甲双胍片、阿莫西林胶囊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注射用阿奇霉素、注射用奥美拉唑钠已申报一致性评价，3个产品即将进入一致性评价生物等效性试验研究；公司继续积极

开展高端仿制药、创新药研发工作，在研创新药、仿制药品种二十余个，其中1类创新药CX3002已完成Ⅰ期临床试验，并顺

利召开II期临床前CDE沟通交流会，正准备开展Ⅱ期临床试验，2类新药右旋酮洛芬缓释贴片已处于Ⅱ期临床试验总结阶段，

正准备开展Ⅲ期临床试验，多潘立酮干混悬剂和阿莫西林缓释片2个3类仿制药也均申报注册申请，处于资料受理补正阶段；

1个4类仿制药产品已完成临床试验即将申报注册，1个4类仿制药产品正在进行临床等效性研究，3个高端仿制药完成药学研

究即将进入临床等效性实验，其他产品均在进行药学研究。 

（2）专注医药制造业，积极开拓市场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销售受到一定影响，公司积极应对医药行业及市场环境变化，立足主业，适时调

整营销策略，优化营销组织架构，加强营销团队建设；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大推广力度，在巩固现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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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掘新的销售渠道和市场；此外，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新招标模式下，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会，组织公司产品参与招

标工作。 

（3）加强质量管控，促进安全、环保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质量、安全和环保管理体系建设。在质量管控方面，公司严格执行《药品管理法》，按照新版

GMP的要求组织药品生产，组织相关人员学习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药品生产监

督管理办法》，通过学习进一步完善提升质量管理体系，加强药品生产监管，严把原辅材料、工艺技术、质量控制、过程保

障、产品售后服务等关口，强化药品安全性监测和风险管理能力，确保生产、质量管控、储存、流通等各环节规范运作，保

证药品安全、有效、质量稳定可控；完善考核激励机制，从质量管理、GMP管理、生产管理、安全生产等方面加强考核；

在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方面，公司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活动，提升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相关规定，加强

安全环保管控力度，加大安全环保投入，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4）加强内部规范运作，有效防范企业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强化内部管理控制和风险防范，确保公司各项经营活动规范运行，全面提升公司风

险管控能力。一是疫情防控期间，公司成立疫情防控应急工作小组，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工作，切实保障员工健

康安全；二是继续深化内部管理运营、制度化体系建设，不断优化公司组织架构，加强人员培养和团队建设，夯实公司经营

管理队伍，不断完善办公信息化建设，优化协同办公系统、OA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等，以信息化管理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

营运效率；三是随着绍兴滨海新城“现代医药制剂一期、二期项目”各制剂生产线陆续通过GMP认证或现场检查，公司生产

基地转移至绍兴滨海新城后，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行政各部门整体搬迁至绍兴滨海新城新厂区办公大楼；四

是顺利完成柯桥街道公司厂区所属地块房屋拆迁处置工作，截止目前合计收到拆迁补偿款18,630万元；五是积极配合监管部

门的调查工作，2021年2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所涉事项的最终调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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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类制剂 214,605,030.15 21,294,137.05 40.27% -6.79% 103.17% 12.83% 

非抗生素类制剂 278,133,775.00 27,597,762.83 63.20% -21.75% 102.66% 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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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4,885,287.4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7.41%；营业利润51,089,379.7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02.66%；利润总额28,398,099.1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1.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7,274,987.52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101.42%。公司上期大幅亏损主要系公司就上海新高峰确认投资损失，对其他应收账款、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开发支出、

其他非流动资产计提大额减值准备所致，本期业绩实现扭亏为盈，主要系公司柯桥厂区房屋拆迁补偿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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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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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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13,241,123.91 -13,241,123.91  

合同负债  11,717,808.77 11,717,808.77 

其他流动负债  1,523,315.14 1,523,315.1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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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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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

[2021]2号）。根据该告知书的调查结论，2016年至2018年期间，公司收购的子公司上海新高峰在未开展真实业务的情况下，

通过第三方资金流转虚增收入和利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公司追溯调整2016年度、2017年度、2018

年度、2019年度财务报表，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201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调整 

1、根据虚增营业收入情况，冲回营业收入及对应科目，相应调减营业收入100,532,665.65元，调减应交税费6,031,959.94

元，调减应收账款40,605,395.00元，调增预收账款65,959,230.59元； 

2、根据虚增营业成本情况，冲回营业成本及对应科目，相应调减营业成本64,709,437.87元，调增应交税费3,882,566.27

元，调减应付账款68,592,004.14元； 

3、根据调整的增值税相应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等附加税，相应调减应交税费250,280.38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25,420.15

元，调减税金及附加275,700.53元； 

4、根据调整的应收账款重新厘定坏账准备，相应调增应收账款2,030,269.75元，调减信用减值损失2,030,269.75元； 

5、根据上述事项对利润总额的影响调整当期所得税费用，相应调减应交税费5,027,588.63元，调减所得税费用5,027,588.63

元。 

(二)对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调整 

1、根据虚增营业收入情况，冲回营业收入及对应科目，相应调减营业收入176,082,360.66元，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100,532,665.65元，调减应交税费16,596,901.58元，调减应收账款38,612,622.89元，调增预收账款254,599,305.00元； 

2、根据虚增营业成本情况，冲回营业成本及对应科目，相应调减营业成本101,860,412.81元，调增年初未分配利润

64,709,437.87元，调增应交税费9,994,191.04元，调减应付账款37,725,883.98元，调增预付账款138,838,157.74元； 

3、根据上述调整的应交税费进行重分类，相应调增应交税费6,302,174.82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6,302,174.82元； 

4、根据调整的增值税相应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等附加税，相应调减应交税费91,933.73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797,554.40

元，调减税金及附加613,787.60元，调增年初未分配利润275,700.53元； 

5、根据调整的应收账款重新厘定坏账准备，相应调增应收账款1,930,631.15元，调增信用减值损失99,638.60元，调增年

初未分配利润2,030,269.75元； 

6、根据上述事项对利润总额的影响调整当期所得税费用，相应调减应交税费15,653,206.39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

430,552.07元，调减所得税费用11,056,169.83元，调增年初未分配利润5,027,588.63元。 

(三)对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调整 

1、根据虚增营业收入情况，冲回营业收入及对应科目，相应调减营业收入177,316,490.65元，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276,615,026.31元，调减应交税费27,235,891.02元，调减应收账款62,274,803.12元，调增预收账款418,892,604.86元； 

2、根据虚增营业成本情况，冲回营业成本及对应科目，相应调减营业成本108,173,166.24元，调增年初未分配利润

166,569,850.68元，调增应交税费16,484,581.01元，调减应付账款19,018,919.52元，调增预付账款272,208,678.41元； 

3、根据上述调整的应交税费进行重分类，相应调增应交税费7,085,203.25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7,085,203.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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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调整的增值税相应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等附加税，相应调减应交税费419,031.34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

1,122,593.23元，调减税金及附加652,136.44元，调增年初未分配利润889,488.13元； 

5、根据调整的应收账款重新厘定坏账准备，相应调增应收账款3,551,473.08元，调减信用减值损失1,620,841.93元，调增

年初未分配利润1,930,631.15元； 

6、根据上述事项对利润总额的影响调整当期所得税费用，相应调减应交税费6,444,378.77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

19,669,931.60元，调减所得税费用10,030,551.91元，调增年初未分配利润16,083,758.46元。 

(四)对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调整 

根据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调整事项对上海新高峰净资产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19年度投资收益，相应调增投

资收益147,981,092.02元，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147,981,092.02元。 

上述差错事项的更正仅涉及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不涉及母公司财务报表。 

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相应对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进

行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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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29日，公司与安徽恩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浙江泰司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安徽恩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745万元。报告期内，本次股权转让已完成，公司自2020

年7月起不再将浙江泰司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合并范围减少1家法人主体。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尧根       
 

202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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