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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9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2021-024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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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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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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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药业 股票代码 0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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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俊扬 朱馨宁 

办公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238 号金陵药业大厦 南京市中央路 238 号金陵药业大厦 

传真 (025)83112486 (025)83112486 

电话 (025)83118511 (025)83118511 

电子信箱 jlyyemail@163.com jlyyemail@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等情况 

公司主要业务为药品制造和医康养服务。药品制造，指中成药、化学药品生产；药品销

售业务，指自产药品和代理药品、医疗器械等销售。二是医康养服务主要是指由宿迁医院、

仪征医院、安庆医院提供的专业医疗服务，以及福利公司提供的康养服务公司。 

公司主要产品有：脉络宁注射液/口服夜（主要用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动脉硬化性闭塞

症、脑血栓形成及后遗症、多发性大动脉炎、四肢急性动脉栓塞症、糖尿病坏疽、静脉血栓

形成及血栓性静脉炎等的治疗）；琥珀酸亚铁片（速力菲，主要用于缺铁性贫血的预防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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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速力菲获得2020年中国化学制药行业优秀产品品牌和江苏省医药行业优秀产品；香菇多

糖注射液（主要用于恶性肿瘤的辅助治疗）、吸收性明胶海绵（对创面渗血有止血作用，用

于创伤止血）等。 

管理模式方面：公司总部为投资管理中心，负责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制定和中长期规划

及年度预算的制定，设立职能部门对经营单位（包括子公司、分公司）进行指导、监督、管

理和资源协同；各经营单位是公司成本利润中心，直接面对市场竞争，通过向市场提供产品

和服务取得经济效益。 

在经营模式方面：公司所属金陵制药厂、梅峰制药厂和天峰制药厂，根据年度销售计划

并结合库存周转及实际生产情况组织生产，药品制造的原料来源主要通过自产和外购两种模
式，绝大部分包装材料来自外购。公司将产品销售给区域配送商并配合其向下一级配送商覆

盖，配送商完成对终端客户的配送与覆盖，以及开展产品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方面的进

行研究与跟踪。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与去年同期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2、报告期内业绩驱动因素：报告期内，公司整体运营情况与行业发展特征相符，业绩

主要驱动因素为：药品制造和医康养服务“双轮趋动”，一是充分依托和发挥脉络宁注射液、

琥珀酸亚铁片（速力菲）多年形成的品牌优势和产品实力，大力推进营销组织架构及相关配

套细节的改革，琥珀酸亚铁片（速力菲）销售量持续稳步增长，脉络宁注射液销售量稳中有

升；二是医疗服务产业虽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上半年门急诊及住院病人数均出现较大幅度

下降，随着我国对新冠疫情的逐步控制，公司所属医疗机构的门急诊及住院病人数逐步恢复

运行正常。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在医药制造方面，公司在行业中享有较高声誉，产品覆盖心

脑血管、补铁剂、胃药、肿瘤辅助之药等治疗领域，在补铁剂的细分市场中，重点产品琥珀

酸亚铁片（速力菲）竞争优势明显。医康养服务方面，宿迁医院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仪征

医院、安庆医院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福利公司为四星级养老机构。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1、随着我国新医改政策的陆续出台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已初步形

成，根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2018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

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亿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随着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政

府补助标准和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的不断提高，将持续促进居民增加对医药产品的消费。与

此同时，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扶持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进一步鼓励医药企业创新，医药

产业在政策上也将迎来一个较好的发展机遇，虽短期因政策调整和疫情影响增速放缓，但长

期来看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2、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全球健康医疗大数据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

告》，我国老龄化进程日益加速，2000年至2018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从1.26亿增加到

2.49亿人。同期，老龄人口占比从10.2%上升至17.9%，提升幅度超过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两

倍，预计到2050年，老龄人口将达到3.29亿人，占比达23.6%。一方面，高血压等慢病的患病

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我国人均寿命由1950年的45岁提升至2016年的76岁，未来老年慢病

患者数量将显著提升。另一方面，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现代生活压力的增加，在不健康的

膳食结构、饮食习惯以及生活压力下，亚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成为慢病的诱发因素，除了临床

诊疗服务，患者更需要连续、常态化的健康管理服务，将推动医疗健康市场的长期增长。 

健康需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与其他行业相比，
大健康产业是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相结合，一、二、三产业为一体的产业，具有较强的刚性

需求的属性，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并不明显，是较为典型的弱周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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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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3,732,374.15 2,534,920,539.72 -1.23% 2,899,079,02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136,495.93 145,319,439.10 -55.18% 241,786,87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427,396.25 42,228,340.42 102.30% 123,856,759.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464,432.11 465,847,095.18 -33.14% 433,825,968.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92 0.2883 -55.19% 0.47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92 0.2883 -55.19% 0.47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5.08% -2.82% 9.0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4,283,570,372.62 4,158,340,176.15 3.01% 3,884,935,43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57,463,167.29 2,878,006,671.36 -0.71% 2,736,819,5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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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804,171.32 629,396,701.97 675,236,157.77 685,295,34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613,261.60 51,986,558.45 53,228,127.19 -12,464,92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26,875.83 39,186,021.93 51,685,689.95 -18,071,191.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391,808.86 131,603,743.72 127,280,889.71 143,971,6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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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5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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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新工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45.23% 227,943,8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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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4% 24,920,000 0   

浙江省国际贸

易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09% 15,588,765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75% 13,840,600 0   

合肥市工业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93% 9,711,271 0   

司有山 境内自然人 1.07% 5,386,000 0   

成荣 境内自然人 0.98% 4,951,490 0   

白宪超 境内自然人 0.88% 4,453,000 0   

罗惠琳 境内自然人 0.55% 2,747,400 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久

富金石 20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4% 2,2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新工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其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成荣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90,000 股，通过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3,861,49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95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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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一方面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并迅速蔓延开

来，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冲击；另一方面作为“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政策落地

的大年，集中带量采购、一致性评价、医保付费方式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深入推进，

政策的叠加效应已然显现，市场环境益发严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级政府陆续出台的惠企政策的大力支

持下，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保持战略定力，迎难而上，紧紧围绕“构建医药和医康养

两个产业平台”的发展战略，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外抓市场，内抓管理，不断

进行创新突破，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作，以坚定的信心朝着既定的发展目标迈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0,373.24万元，营业利润12,528.0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6,513.65万元。 

一、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奋力夺取抗疫防疫斗争的全面胜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公司及时成立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工作指导协调小组和

应急指挥部，由公司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任双组长，党政齐抓共管，全面指挥、协调、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公司所属医疗机构的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为甲、逆行出征，安庆医院两批派出7

名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宿迁医院抽调3名专业人员前往市疾控中心支援核酸检测，抽调17

名医务工作者驰援市传染病医院，成功救治13名新冠肺炎患者；仪征医院广大干部职工不畏

风险、不计得失，奋战在最危险、最艰苦的疫情防控一线；福利公司扎实做好安全健康防护

工作，中心1000余人无一人感染。公司所属工业企业奋勇当先，积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金陵制药厂积极响应省市政府对疫情防控需求，取得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的

注册证，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非无菌产品获得欧洲CE认证，并应急组建防护车间；福州梅峰

制药厂、浙江天峰制药厂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安排部署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督促落实疫

情防控主体责任，搭建全面的疫情防控体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2020

年公司被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列为新冠肺炎疫情重点保障企

业。 

二、主动破局，变危为机，各板块齐头并进生产经营稳步好转。 

生产方面：根据市场销售反馈数据，生产企业及时调整生产计划，灵活安排生产任务，

优化班次人员，扩大产能，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加强日常管理坚持长效机制，从检验、生产

现场检查、纠正预防措施、培训等多方面不断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全年顺利通过多次外部检

查。修订药品和器械警戒体系文件，完善药品和医疗器械警戒工作管理体系，完成上市许可
人ADR直报工作，完成145个药品文号再注册工作，新增三个休眠品种投放市场。销售方面：

一是创新营销人员管理模式，根据各类产品线发展需要，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理，

形成协同效应，调整、优化、整合营销组织。二是迅速调整营销模式，努力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稳定销售布局。三是适时推出“颐花品”系列金银花茶、石斛花茶等产品取得了初步成效，

为未来增加大健康产品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四是强化市场销售情况的监测跟踪，根据销售

数据反馈的地域增减变化，协助做好分销渠道和终端拓展的管控。医疗方面：宿迁医院加强

建设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体系，持续改进质量与服务。2020年医院正式成为“国家高级卒中中

心”、“省级危急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心内科、普外科、妇科等8个科室已申请省级专科评

审。仪征医院三级医院创建组织网络和工作体系已基本建立，按进度完成多项重要工作。心

血管介入中心所具备的区域性技术优势及其社会影响力持续提高，卒中中心建设顺利通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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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认证，成为“江苏省首批防治卒中中心”。安庆医院积极探索医院康养转型工作，向医保、

民政申请的长期护理单位已落实，依托康复医学科发展长护单元和健康养老。福利公司通过

升级智能化养老，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新模式，进一步巩固了在湖州市医康养专业方面龙头企

业的地位，获得了“中国康复医学会医养结合示范基地”的称号。 

三、聚焦重点，创新发展，全力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一是公司始终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 严格按国家法规和质量规范要求，组织和规范企

业生产质量管理工作，建立、实施和保持涵盖产品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公司通过了新版

ISO“三体系”（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获评江苏省2020年度优秀“测量管理体系认证（AAA)”企业。持续贯彻和加强“全
员参与、全过程管理”的质量意识，保证产品的安全性和质量的稳定性。二是秉承“临床优先、

利益在院、共享增量”的理念，公司搭建了供应链管理平台，牵头组成供应链集成工作小组，

启动骨科耗材及试剂联合采购项目，为后续各类品种的集采打好基础。三是公司不断完善人

才引进、培训、考核机制，加大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做好干部梯队建设促进公司持续稳健的

发展，公司所属医院通过启动中青年骨干选拔、培养、激励计划、与高等院校合作开办研究

生课程班、进入更高层级的医疗机构进修和培训等方式，培养、储备了一批为医院后续发展、

担当重任的中青年业务骨干。四是持续推动科技兴院，促进医院发展，2020年度获批江苏省

卫健委科研课题2项；获批江苏省医院管理创新研究课题1项；获批江苏省卫健委妇幼保健处

科研课题1项；获批徐州医科大学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1项；获批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科研课

题1项；获批江苏省科技协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1项；获批宿迁市指令性科技计划项目10项；

获批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课题2项。五是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不断增加发展动能，宿迁医院新建

门急诊楼、病房综合楼项目和仪征医院老病房楼抗震加固及修缮装饰工程已完工投入使用。 

四、扛起责任，敢于担当，扎实推进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 

    公司党委以从严治党为主线，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党委的部署和要求，围绕中心，履职尽责，

深入开展各项党建工作。聚焦主责，强化政治建设，严格落实上级各项决策部署，推进主题

教育成效巩固，健全党建工作责任体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聚焦主线，强化宣传思想工作，

开展好主体教育活动和党性教育培训，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聚焦主力，强化组织建设，

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效能，规范组织生活，加强基层队伍建设，重视基础保障。聚

焦主业，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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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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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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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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 2018 年1月 1日起施行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该准则。本公司自2020年 1月 1日开始施行

新收入准则。 

首次施行新收入准则的影响： 

合并报表涉及项目：  

                                                                          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20年1月1日 

负债：     

预收款项 31,737,813.54 -30,196,477.90 - 1,541,335.64 

合同负债 - 28,105,126.30 - 28,105,126.30 

其他流动负债 - 2,091,351.60 - 2,091,351.60 

母公司报表涉及项目： 

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20年1月1日 

负债：     

预收款项 16,263,894.80 -14,871,703.66 - 1,392,191.14 

合同负债 - 12,820,434.25 - 12,820,434.25 

其他流动负债 - 2,051,269.41 - 2,051,26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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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2019年相比，2020年公司财务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以下变化： 

 1、新增纳入公司财务会计报表合并范围：2020年4月，公司计划投资1.5亿元,截止2020

年12月31日实际出资500万元人民币设立合肥金陵天颐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不再纳入公司财务会计报表合并范围企业：江苏金陵海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2020

年8月，公司已完成对其清算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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