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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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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榕 董事 因公出差 彭云辉 

于俊田 董事 因公出差 彭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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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919,19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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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邦健康 股票代码 0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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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云辉 陈志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69 号 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69 号 

电话 023-67886900 023-67886985 

电子信箱 huapont@163.com huapont@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华邦健康是国内皮肤临床用药及皮肤健康领域龙头企业，公司目前形成了以大健康产业为主要发展方向，业务范围涵盖

医药、医疗、农化、新材料、旅游等领域的发展格局。 

（一）医药业务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医药业务分为自营和代理两部分，自营部分包含医药制剂及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代理部分主要是代理制剂

产品的学术推广。 

医药制剂：公司产品主要覆盖皮肤、结核、抗感染、呼吸、抗肿瘤等品类，并积极向健康管理产品延伸。公司依托旗下

“华邦制药”及多个专业品牌，以个人常见皮肤病症为出发点，构建最具深度和广度的产品矩阵。皮肤类产品的主治病症包括

瘙痒、皮炎湿疹、痤疮、银屑病、体癣、荨麻疹、过敏性鼻炎等，可以满足全年龄段客户皮肤治疗的全方位、多层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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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30年的耕耘，公司产品品牌在业界得到广泛认可，核心产品“地奈德乳膏”、“萘替芬酮康唑乳膏”等产品在相关品类中

处于领先地位。公司采取学术推广和院外零售相结合的营销模式，在保持院内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积极实施产品定位升级，

大力发展药店、第三终端、电商等渠道，从院内向院外进行拓展，不断提高院外市场份额。 

原料药：公司拥有华邦胜凯及汉江药业两大原料药生产企业。华邦胜凯主要生产皮肤、结核、肿瘤类原料药，其产品以

内部供应为主，保障了公司核心产品的原料药供应，使得公司成为了同类企业中最早实现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一体化的企业之

一。汉江药业产品包括甾体激素、驱虫类、呼吸系统类、消化系统类原料药，为出口导向型，主要销往欧美、日本等发达国

家，与国际知名药企，如雅培、强生、礼来、默沙东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代理产品：依托于百盛药业，主要在东北地区进行学术推广，产品涵盖心脑血管、眼科、免疫等治疗领域，并代理注射

用血栓通、左卡尼汀注射液、注射用盐酸罗沙替丁醋酸酯等临床重磅品种。 

2、主要产品及用途 

治疗领域 产品 适应症 医保情况 

商品名 通用名 

皮肤类 乐夫松 他扎罗汀倍他米松乳膏 一类新药，适用于治疗慢性斑块型银屑病 乙类 

必亮 萘替芬酮康唑乳膏 一类新药，适用于治疗真菌性皮肤病 否 

为豆 异维A酸软胶囊 适用于重度难治性结节性痤疮 乙类 

迪维 维A酸乳膏 用于痤疮、黄褐斑、去皱、银屑病等 甲类 

力言卓 地奈德乳膏 适用于对皮质类固醇治疗有效的各种皮肤病 乙类 

明之欣 他克莫司软膏 适用于中重度特应性皮炎患者，作为短期或间歇性长期治疗 乙类 

方希 阿维A胶囊 适用于严重的银屑病，其中包括红皮病型银屑病、脓疱型银

屑病等，其它角化性皮肤病 

乙类 

迪皿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治疗荨麻疹、过敏性鼻炎、湿疹、皮炎、皮肤瘙痒症等 乙类 

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液 乙类 

初皿 苯磺贝他斯汀片 治疗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皮肤疾病引起的瘙痒 乙类 

抗感染类 维夫欣 注射用利福平 不能耐受口服治疗时，本品作为利福平口服制剂的替代。与

其它抗结核药联合用于治疗各种类型结核病，包括初治、进

展期的、慢性的及耐药病例 

甲类 

力克肺疾 帕司烟肼片 用于治疗各型肺结核、支气管内膜结核及肺外结核。并可作

为与结核病相关手术的保护药也可用于预防长期或大剂量皮

质激素、免疫抑制治疗的结核感染及复发 

乙类 

明希欣 利福布汀胶囊 AIDS（艾滋）病人鸟分枝杆菌感染综合征，肺炎，慢性抗药

性肺结核 

乙类 

菲康宁 利奈唑胺片 用于治疗由特定微生物敏感株引起的感染 乙类 

言宁 盐酸莫西沙星片 治疗患有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的成人（≥18岁），以及皮

肤和软组织感染等 

乙类 

抗炎类 速瑞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

钠 

适用于抗炎治疗，免疫抑制治疗，血液疾病及肿瘤，神经系

统，内分泌失调等 

乙类 

斯瑞 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液 适用于治疗对糖皮质激素敏感的急性和慢性疾病 乙类 

肿瘤类 常罗定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适用于预防中重度致吐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 乙类 

瑞婷 阿那曲唑片 适用于经抗雌激素疗法仍不能控制的绝经后妇女的晚期乳腺

癌等 

乙类 

呼吸系统 开顺 注射用盐酸氨溴索 适用于伴有痰液分泌不正常及排痰功能不良的急慢性呼吸道

疾病 

乙类 

必与 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适用于痰液粘稠不易咳出者 甲类 

抗癫痫 汉非 注射用丙戊酸钠 适用于治疗癫痫，在成人和儿童当中，当暂时不能用于口服

剂型时，用于代替口服剂型的注射剂 

乙类 

男科 海格力 他达拉非片 用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合并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和体征 -- 

3、业绩驱动的主要因素 

（1）产品种类不断丰富，治疗领域不断扩展 

公司产品盐酸莫西沙星片、他达拉非片、利伐沙班片、对氨基水杨酸肠溶颗粒获批，阿那曲唑片、异烟肼片、吡嗪酰胺

片、阿伐斯汀胶囊相继通过一致性评价，在完善公司皮肤、结核、抗肿瘤产品结构的同时，介入潜力巨大的男科领域，进一

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种类，为公司贡献新的业绩增长点。 

（2）自产原料药，凸显低成本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理念，最早于2001年建成并投产武隆原料药基地，基本覆盖公司核心

产品的原料药需求。随着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的不断推进，药企中标品种平均降价幅度超过50%，在药品价格大幅下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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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公司的原料药自产能力成为了成本控制的核心，一方面能够保障原料药稳定供应，另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维持各产品的盈利水平。 

（3）生产基地更新换代，产能进一步扩张 

报告期内，公司水土生产基地和四川明欣药业生产基地完工并正式投产，其中水土基地作为数字化、信息化的高端智能

制造平台，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建设，具备全剂型生产工艺，直接提高产能至4-8倍，在满足公司产能扩张和新药生产的同时，

也为公司布局CXO等创新业务打下坚实基础。 

（4）强化营销渠道建设，发力院外市场 

在保持院内市场领先地位的基础上，公司积极投向更加广阔的院外市场，通过多种方式稳步提升市场份额。第三终端方

面，公司主动赋能中小型商家，采取多种方式实现覆盖，目前已覆盖超过20万家终端；电商方面，公司全面布局B2B、B2C、

O2O渠道，以治疗银屑病相关药品为核心，实施精准化营销，目前公司已与阿里健康大药房、京东大药房、美团、饿了么、

平安好医生、叮当快药、1药网等10余家平台达成合作，并在天猫平台开设了“华邦制药”旗舰店。 

4、行业发展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达2.49万亿元，同比增加4.5%。

累计实现利润总额3506.7亿元，同比增加12.8%，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8.7个百分点。随着国内疫情的好

转，自三季度起，医药制造业整体回升至正常水平。预计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会愈加明显，医药行业

将整体受益，保持平稳快速发展。 

今年以来，国家持续推进医药、医保、医疗“三医”联动，共同促进医药行业不断朝健康、阳光方向发展。医药方面，国

家进一步推动一致性评价工作、发布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技术标准，修订药品注册和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优化审批效率，稳步

推进第三批国家集采、实现仿制药降价放量。我们认为，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的加速，标志医药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对企业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均提出了更高要求，拥有核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将因此受益。 

 

（二）医疗业务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医疗服务业务主要包含以收购、新设、参股等方式运营综合医疗机构和专科医疗机构，以及从事医疗配套供应链服

务。主要的经营模式为：联合区域性大型三甲医院与优质医生团队，引入海外优质诊疗体系及治疗手段，搭建患者健康管理

服务及医疗供应链服务体系，为患者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医疗服务；并通过医疗资源、管理经验的积累，进一步搭建集医、

教、研为一体的医疗服务平台、医生创业平台。 

目前公司运营中的医疗机构有德国莱茵康复医院、瑞士巴拉塞尔生物诊疗中心、重庆北部宽仁医院、玛恩皮肤美容医院

（连锁）；此外，北京华生康复医院已完全建成、预计2021年上半年正式开业。 

（1）德国莱茵医院：位于德国温泉度假圣地巴特罗青根，成立至今超过50年，设有270张床位。专注于骨科、内科、运

动伤害、心脑血管疾病和静脉疾病等领域的康复治疗，通过现代化、科学化的诊断以及人性化的医疗理念服务患者，树立了

良好的医疗口碑及令人信赖的医疗品质。 

（2）瑞士巴拉塞尔生物诊疗中心：成立于1958年，地处著名旅游城市---瑞士圣加伦，是生物治疗领域欧洲第一家规模

最大、历史最长、知名度最高、技术体系最成熟的综合性生物治疗机构。其权威学科是治疗各类肿瘤、慢性疾病和抗衰老。

医院也是当地州最大的企业，在欧美享有极高知名度；医院拥有完善的医疗设备、先进的管理体系和领先的生物医疗技术，

在医疗全球化的进程中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3）重庆北部宽仁医院：是一家三级综合医院，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核心地带，按照国家三甲医院建设标准建设，编

制床位1000张，重点打造心血管内科、神经疾病科、妇产科、儿科等科室。宽仁医院于2020年4月正式开业，一期600张床位，

目前已开设临床科室24个，平台科室7个，设置职能部门12个，成立12个委员会。 

（4）玛恩皮肤医院（连锁）：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重庆，目前在厦门、福州、兰州、济南、合肥、南昌以及其他

多个城市拥有各类连锁机构30余家。玛恩是以皮肤健康管理为特色的轻医美连锁品牌，其业务涵盖斑、疤、痘、印、坑等皮

肤治疗，以及敏感肌护理、美白、抗衰等医疗美容服务，定位为“专业的私人皮肤医生”，可以满足全年龄段客户皮肤管理需

求。玛恩集医教研于一体化，在做好医疗服务的同时，依托顶级皮肤医美团队，积极开展产品自主研发和教学培训。截止目

前，已成功推出包括疤痕修复、敏感肌护理、抗衰在内的六大方案，并形成了成熟的治疗体系。 

（5）北京华生康复医院：位于北京丰台区，编制床位300张，主要定位为向患者提供中高端的康复服务，承接北京地区

的医院及患者资源，将开设内科、外科、儿科等11个门诊科室，检验科、药剂科、医院影像科等6个医技科室，重点打造神

经康复中心、骨科康复中心、运动康复中心及心脏康复中心。 

2、行业发展情况 

在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及慢性病患病率上升，公立医院无法完全满足医疗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故要求民营医院

在解决医疗服务不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已不满足于基本医疗服务，而是

要求提供定制或私隐程度更高的医疗服务。目前医疗行业仍以公立医院为主导，但民营医院增长迅猛。近年来，国家对于社

会办医的关注扶持力度逐步提升，社会办医逐渐成为缓解医疗资源紧缺的重要力量。由于政府颁布激励政策，中国民营医院

的数量迅速增加。民营医院的数量从2015年底的14518家增加至2019年底的22424家，复合年增长率为11.5%。随着医疗改革

的不断深入，公立医院医生等资源的不断释放，民营医院将迎来更为高速的发展，特别是三级医院的发展势头更为明显。 

医美作为近几年崛起的行业之一，具备医疗和消费双重属性，行业本身拥有较高天花板，而且增长迅速，受到市场广泛

关注。据测算，2020年中国医美市场规模在1900亿元以上，同比增长11.6%，预计到2023年市场规模可达3100亿元，未来的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年化增长在15%-20%区间。市场认为，未来5-10年，随着渗透率的提高，医美行业即将迎来一个黄金发展周期。 

 

（三）农化业务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控股子公司颖泰生物主营农化业务，业务范围涵盖农药原药、中间体及制剂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GLP

登记注册技术服务。公司在农化行业深耕十余年，构建了集研究开发、技术分析、中间体、原药及制剂的生产和销售为一体

的全产业链商业模式。已形成品种丰富、工艺技术较为先进的除草剂、杀菌剂、杀虫剂三大品类百余种产品，业务遍布全球

20余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受到了ADAMA（安道麦）、CORTEVA（科迪华）、NUFARM（纽发姆）、LANXESS（朗盛）

等众多国际知名跨国农化公司的认可。 

2016年-2019年，颖泰生物位列全球农化行业销售收入的第13名、第12名、第10名和第12名，位于中国本土农化公司之

首。公司连续多年位于全国农药行业销售百强企业前三名。根据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统计，2014年-2020年，公司分别位列全

国农药销售百强的第3名、第2名、第3名、第1名、第2名、第2名和第4名。 

颖泰生物采用集团化管理，即公司对采购、生产和销售进行整体把控，由各生产型子公司具体实施。 

2、主要产品、用途、上下游产业链情况 

种类 主要产品 用途 上下游产业链 竞争优势 产品登

记情况 

除

草

剂 

二苯醚类 乙氧氟草醚 

用于水稻、棉花、麦类、

油菜、果园等。主要用于

防除阔叶杂草、稗草、异

型莎草等 

上游为石油化工原料行业 

下游为农业领域的农作物应用和

非农领域的非农植物应用 

收购陶氏全球52个国家乙

氧氟草醚的品牌、登记注

册等知识产权，工艺技术

成熟，生产成本领先客户

渠道等方面拥有竞争优势 

已 获 得

产 品 登

记 

三酮类 硝磺草酮 

用于玉米。广谱除草剂，

用于防除茼麻、刺苋等多

种杂草 

上游为石油化工原料行业 

下游为农业领域的农作物应用和

非农领域的非农植物应用 

中间体配套、工艺技术创

新、客户渠道等方面拥有

竞争优势 

已 获 得

农 药 产

品登记 

杀

菌

剂 

甲氧基丙

烯酸酯类 
嘧菌酯 

用于禾谷类作物、花生、

马铃薯、果树等。是一种

广谱杀菌剂，几乎对所有

真菌性病害均有效 

上游为石油化工原料行业 

下游为农业领域的农作物应用和

非农领域的非农植物应用 

在中间体配套、工艺技术

创新、客户渠道等方面拥

有竞争优势 

已 获 得

农 药 产

品登记 

杀

虫

剂 

杂环类几

丁质合成

抑制剂 

噻嗪酮 

应用作物范围广，适用于

水稻、柑橘、苹果、葡萄、

棉花、茶叶、芒果、茄果

类蔬菜等多种作物 

上游为石油化工原料行业 

下游为农业领域的农作物应用和

非农领域的非农植物应用 

在中间体配套、工艺技术

创新、生产成本、客户渠

道等方面拥有竞争优势 

已 获 得

农 药 产

品登记 

中

间

体 

中间体 氟苯 

用途广泛，在农药、医药、

染料均有应用。主要用于

生产甲氧基丙烯酸酯类

杀菌剂F500、含氟染料等 

上游为石油化工原料行业 

下游为，下游客户主要用于农药中

间体的合成，部分用于医药和染料

的合成 

工艺技术成熟领先、生产

成本、客户渠道等方面拥

有竞争优势 

0 

3、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1）乙氧氟草醚产品工艺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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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硝磺草酮产品工艺流程简图： 

 

（3）嘧菌酯产品工艺流程简图： 

 
 

（4）噻嗪酮产品工艺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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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氟苯产品工艺流程简图： 

 

4、主要产品的成本要素构成分析 

主要

产品 

 

采购物

料披露

名称 

2020年

采购金

额（万

元） 

2020年该

产品原材

料总采购

金额（万

元） 

采购模式 

2020年1-6

月的平均

采购单价

（元） 

2020年

7-12月的

平均采购

单价（元） 

2020年全年

的平均采购

单价（元） 

2020年全年的平

均采购单价较

2019年的平均采

购单价的波动情

况 

单价波动的原

因分析 

量化分析原

材料价格波

动对公司营

业成本的影

响情况 

乙氧

氟草

醚 

原料1 4,910.27 

11,371.78 

市场询比

价采购 
20,185.81 19,253.55 19,677.94 -5.90% 

市场供需及上游

成本变化引起的

正常波动 

主原料因2020

年度采购价变

动 ,对公司营

业 成 本 下 降

1%以内 
原料2 5,441.69 

独家战略

采购 
96,656.83 74,557.52 84,028.66 -9.32% 

市场供需及上游

成本变化引起的

正常波动 

 

硝磺

草酮 

原料1 7,626.51 

14,112.57 

市场询比

价采购 
92,503.43 87,844.25 89,856.15 -8.18% 

市场供需及上游

成本变化引起的

正常波动 

主原料因2020

年度采购价变

动 ,对公司营

业 成 本 下 降

2%以内 
原料2 6,163.24 

市场询比

价采购 
175,663.72 129,748.13 148,531.78 -12.98% 

市场供需及上游

成本变化引起的

正常波动 

嘧菌

酯 

原料1 9,975.45 

11,371.78 

市场询比

价采购 
124,088.71 112,124.81 117,021.12 -21.67% 

市场供需及上游

成本变化引起的

正常波动 

主原料因2020

年度采购价变

动 ,对公司营

业 成 本 下 降

5%以内 
原料2 6,023.05 

市场询比

价采购 
115,957.71 104,871.67 110,446.52 13.57% 

市场供需及上游

成本变化引起的

正常波动 

噻嗪

酮 

原料1 1,812.57 

3,218.14 

市场询比

价采购 
2.17 - 2.17 -9.01% 

市场供需及上游

成本变化引起的

正常波动 

主原料因2020

年度采购价变

动 ,对公司营

业 成 本 下 降

5%以内 
原料2 1,081.73 

市场询比

价采购 
1.08 1.04 1.06 -2.54% 

市场供需及上游

成本变化引起的

正常波动 

氟苯 

原料1 2,550.62 

5,753.58 

市场询比

价采购 
5.08 5.09 5.09 -9.68% 

市场供需及上游

成本变化引起的

正常波动 

主原料因2020

年度采购价变

动 ,对公司营

业 成 本 下 降

4%以内 
原料2 1,923.71 

市场询比

价采购 
7.95 7.17 7.54 -15.19% 

市场供需及上游

成本变化引起的

正常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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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产品相关批复、许可、资质及有效期情况 

（1）农药经营许可证 

序号 持有人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发证机关 

1 颖泰生物 农药经许（京）11000010042 2024年10月28日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2 颖泰贸易 农药经许（京）11011420045 2023年8月22日 北京市昌平区农业局 

3 上虞颖泰 农药经许（浙）33060420142 2024年4月25日 上虞区农业农村局 

4 杭州颖泰 农药经许（浙）33010928002 2024年6月10日 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会 

5 庆丰进出口 农药经许（浙）33010420011 2023年7月17日 浙江省江干区农业局 

6 盐城南方 农药经许（苏）32092120036 2023年7月1日 响水县农业委员会 

7 禾益股份 农药经许（赣）36043020011 2023年7月8日 彭泽县农业局 

8 禾益作物 农药经许（赣）36043020010 2023年7月8日 彭泽县农业局 

9 常隆农化 农药经许（苏）32000013007 2023年7月22日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10 江苏颖泰 农药经许（苏）32040420001 2023年7月29日 常州市钟楼区农业局 

（2）农药生产许可证 

序号 持有人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发证机关 

1 上虞颖泰 农药生许（浙）0025 2023年8月14日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2 杭州颖泰 农药生许（浙）0042 2023年11月11日 浙江省农业厅 

3 颖泰作物 农药生许（浙）0055 2024年4月17日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4 万全力华 农药生许（冀）0019 2023年5月17日 河北省农业厅 

5 万全宏宇 农药生许（冀）0035 2023年7月25日 河北省农业厅 

6 禾益股份 农药生许（赣）0002 2023年5月29日 江西省农业厅 

7 常隆农化 农药生许（苏）0029 2023年1月4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3）进出口相关资质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类别 证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 

1 万全力华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1307960180 张家口海关 长期 

2 万全宏宇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1307950013 张家口海关 长期 

3 上虞颖泰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33069449FL 绍兴海关 长期 

4 颖泰生物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1108960702 北京海关 长期 

5 颖泰分析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1108967886 北京海关 长期 

6 颖泰贸易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1112961767 北京海关 长期 

7 盐城南方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3209938037 盐城海关 长期 

8 江苏颖泰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320496208Q 常州海关 长期 

9 常隆农化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3212961619 泰州海关 长期 

10 庆丰进出口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3301910579 杭州海关 长期 

11 山东福尔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3718962878 龙口海关 长期 

12 禾益股份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3604960221 九江海关 长期 

13 杭州颖泰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3316962240 钱江海关 长期 

14 禾益股份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2401899 备案登记机关 - 

15 禾益肥料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2401953 备案登记机关 - 

16 庆丰进出口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2318021 备案登记机关 - 

17 杭州颖泰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4278842 备案登记机关 - 

18 颖泰生物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2134944 备案登记机关 - 

19 颖泰贸易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2107365 备案登记机关 - 

20 颖泰分析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2107190 备案登记机关 - 

21 万全力华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2614348 备案登记机关 - 

22 上虞颖泰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2288478 备案登记机关 - 

23 江苏颖泰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2763378 备案登记机关 - 

24 万全宏宇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2614345 备案登记机关 - 

25 盐城南方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2778883 备案登记机关 - 

26 山东福尔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4589004 备案登记机关 - 

27 常隆农化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3341753 备案登记机关 - 

28 敬咨达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4204049 备案登记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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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环评批复情况 

生产主体 正在申请或者新增取得的环评批复文件 所处阶段 风险 

河北万全宏宇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万全宏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0吨/年苯嗪草酮、1500吨/

年苯嗪䓍酮生产线及危险固体废物填埋场项目环境后评价报

告》备案意见的函(张环评函[2020]3号) 

2020年5月25日同意备案 

/ 

江苏常隆农化有

限公司 

《关于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环保装置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泰行审批（泰兴）[2020]20103号 
2020年4月13日批复 

/ 

7、非正常停产原因及影响分析 

非正

常停

产时

间段 

非正常停产的原因 

停产导致

亏损的营

业收入（万

元） 

停产导致亏损的

净利润（万元） 
复产时间 复产的情况 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等 

全年 

受江苏响水天嘉宜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3•21”爆炸事故影

响，其所在化工园

区要求辖区企业全

面停产整改 

- -6,176.69 

公司已于20年10

月与响水生态化

工园区签署企业

退出补偿协议 

本年度尚未复产，

且已退出 

盐城南方的主要产品除丁噻隆

外，公司其他子公司均无替代。

咪唑啉酮类除草剂和环己烯酮类

除草剂、酰胺类除草剂2017年收

入合计为28,229.78万元，占公司

营业收入比例较低，上述停产未

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全年 

受江苏响水天嘉宜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3•21”爆炸事故影

响，其所在化工园

区要求辖区企业全

面停产整改 

- -2,821.54 - 本年度尚未复产 

吉隆达的主要产品为噻二唑。噻

二唑为农药和医药产品的中间

体，报告期内未对公司贡献收入

利润，其他子公司暂无替代性产

品，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8、产品产能及产能利用率 

产能项目 设计产能 产能利用率 在建产能及投资情况 
在建产能预计完

工时间 

在建产能主要工艺及环保

投入情况 

除草剂 63,750.00 104.86% 年产4000吨硝磺草酮项目 2021年陆续达产 - 

杀菌剂 6,450.00 106.03% 年产4000吨嘧菌酯项目 2022年陆续达产 - 

杀虫剂 8,750.00 51.26% - - - 

中间体及其他 50,900.00 69.53% -     - - 

9、海外业务开展具体情况 

公司农化板块进出口业务中，以销售出口为主，进口业务较少。2020年公司农化板块境外销售业务占农化板块营业收入

50.10%，较2019年的58%下降7.90%；其中主要产品的境外销售占比在80%以上。销售型农化公司执行免退的出口退税政策，

生产型农化子公司执行免抵退政策。2020年3月，财务部税务总局公告的2020年第15号文，提高了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其

中涉及公司部分产品，但整体影响不大。2020年度中美贸易摩擦缓解，贸易影响变化不大，同时，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拓展南美市场且效果良好，进一步降低了中美贸易对公司业绩的不利影响，2020年南美市场占外销比提升至18%，销售市场

拓展明显。 

10、业绩驱动的主要因素 

（1）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公司农化业务经营主体颖泰生物及其控股子公司颖泰分析、禾益化工、山东福尔、江苏常隆、上虞颖泰等均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在农化领域已获得授权国家专利227项，承担国家级及省级多项科技项目，解决了多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

颖泰生物成为国内首家申请并获得通过的FAO/WHO国际农药标准的企业，先后获得了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十百千工程重

点培育企业、中国农药企业百强等多项荣誉称号。 

（2）内部管理能力不断加强 

公司积极响应政府政策，高度重视安全环保工作，加大环保投入力度，严格控制生产过程，有效组织规模生产，注重提

升员工安全环保意识，安全环保和保质保量并驾齐驱，构建了公司安全、健康、高效的运营环境，保证了公司发展稳步上升。 

（3）推行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提升产品质量，开发产能空间 

公司积极推行智能制造、生产自动化，有效降低农药原料药及制剂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和人工成本。同时，机器的稳

定性可以从根本上保证产品的精细化程度，自动化生产将间歇性生产变为连续性生产，极大的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出，从而

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产量。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11、行业发展情况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市场风险点和动荡源增加；国内农化行业面临空前的环保压力，高效低毒的环保新型农药受到

青睐，传统的高毒低效农药将被加速淘汰；环保政策长期趋严，环保不达标的“散乱污”企业被限产停产，中小产能及落后产

能被不断清出；行业准入门槛提高，壁垒优势显著，整合加速，集中度不断提升，一体化程度领先的企业将占据优势地位；

农药行业的发展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持续向规模化、集约化、环保化发展，拥有此优势的农药企业将拥有巨大的市场

空间。 

 

（四）新材料业务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控股子公司凯盛新材主要从事精细化工产品及新型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氯化亚砜、芳纶聚

合单体（间/对苯二甲酰氯）、对硝基苯甲酰氯、氯醚和聚醚酮酮。所有产品均由凯盛新材化工园区生产。公司建立了以氯、

硫基础化工原料为起点，逐步延伸至精细化工中间体氯化亚砜、进一步延伸到高性能纤维芳纶的聚合单体间/对苯二甲酰氯、

对硝基苯甲酰氯，再到高性能高分子材料聚醚酮酮（PEKK）及其相关功能性产品的特色鲜明的立体产业链结构。目前，公

司是全球最大的氯化亚砜生产企业及国内领先的芳纶聚合单体生产企业。 

凯盛新材以终端客户为主、贸易商客户为辅的方式开拓业务，依照客户及市场需求对外采购原材料后，利用其自有工艺

技术及生产资源组织安排产品生产及销售。 

2、主要产品产能、产能利用率、用途、在建产能及投资建设情况 

产品名称 
设计产能

（吨/年） 

产能利

用率 
主要用途 在建产能及投资建设情况 

氯化亚砜 120000 97.31% 

用于合成间/对苯二甲酰氯、对硝基苯甲酰氯、氯醚等产

品的主要原材料之一。除此之外，氯化亚砜还被广泛用于

医药、农药、染料以及食品添加剂、锂电池等领域。 

- 

芳纶聚合单体

（间/对苯二

甲酰氯） 

14800 89.82% 

用于合成高性能纤维芳纶1313及芳纶1414的核心原料之

一，终端应用于国防军工、安全防护、工业环保、航空航

天、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同时间/对苯二甲酰氯

也是生产新型高分子材料聚醚酮酮的主要原材料之一。 

- 

对硝基苯甲酰

氯 
3600 50.34% 是合成叶酸、盐酸普鲁卡因等产品的重要中间体。 - 

氯醚 4000 92.07% 
是用于生产低毒、高效的早期广谱稻田选择性芽期除草剂

丙草胺的主要原料之一。 
- 

聚醚酮酮 100 - 

属于特种工程塑料，具有出色的耐高温性能、机械性能、

抗辐射性能、耐腐蚀性能和耐摩擦性能等综合性能，主要

应用于3D打印材料、防腐喷涂、航空航天、汽车制造、

油气工业、电子电器制造、人体植入医疗等领域。 

- 

3、主要产品工艺流程及上下游产业链 

（1）氯化亚砜产品工艺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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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间/对苯二甲酰氯、对硝基苯甲酰氯产品工艺流程简图： 

 

（3）氯醚产品工艺流程简图： 

 

（4）聚醚酮酮产品工艺流程图 

A.聚醚酮酮制备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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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聚醚酮酮物理改性工艺 

（5）主要产品上下游产业链 

 

4、主要产品的成本要素构成分析 

主要产

品 

采购物

料名称 

2020年

采购金

额（万

元） 

2020年该

产品原材

料总采购

金额（万

元） 

采购模式 

2020年

1-6月的

平均采

购单价

（元） 

2020年7-12

月的平均采

购单价（元） 

2020年全

年的平均

采购单价

（元） 

2020年全

年的平均

采购单价

较2019年

的平均采

购单价的

波动情况 

单价波动的

原因分析 

量化分析原材料价

格波动对公司营业

成本的影响情况 

氯化亚

砜 

原材料1 6,197.21 

8,169.49 

市场询比价

采购 
514.85 1,110.59 823.58 168.81% 

市场供需及

上游成本变

化引起的正

常波动 

 

原材料价格波动对

公司营业成本的影

响幅度在10%以内 

原材料2 1,972.28 
市场询比价

采购 
569.4 823.52 662.57 -23.75% 

原材料价格波动对

公司营业成本的影

响幅度在1%以内 

芳纶聚

合单体 

原材料3 1,680.85 

4,297.02 

市场询比价

采购 
5,896.26 5,449.54 5,646.12 -11.71% 

原材料价格波动对

公司营业成本的影

响幅度在1%以内 

原材料4 2,616.17 
市场询比价

采购 
3,633.73 3,019.28 3,369.62 -35.30% 

原材料价格波动对

公司营业成本的影

响幅度在5%以内 

对硝基

苯甲酰

氯 

原材料5 3,402.67 3,402.67 
市场询比价

采购 
20,558.31 20,320.41 20,434.02 4.96% 

原材料价格波动对

公司营业成本的影

响幅度在1%以内 

氯醚 原材料6 4,319.30 4,346.29 
市场询比价

采购 
13,284.10 13,804.43 13,547.39 -2.72% 

原材料价格波动对

公司营业成本的影

响幅度在1%以内 

5、主要产品相关批复、许可、资质及有效期 

证书类别 证件号 批准时间 有效期限 2021年达成情况 

安全生产许可证 （鲁）WH安许证字[2020]030297号 2020-12-4 2023-12-15 -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鲁）XK13-006-00048 2020-6-24 2021-8-28 续期条件可达成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鲁）XK13-008-02102 2016-8-11 2021-8-10 续期条件可达成 

取水许可证 取水（鲁淄）字[2018]第03065号 2018-2-11 2023-2-10 -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370312209 2017-6-8 2023-5-31 -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证书 AQB370302WHⅢ2019000004 2019-4-3 2022-4-3 - 

淄博市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913700007834774102001V 2019-12-13 2022-1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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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证书 HW-C0160020 2018-2-7 2021-9-18 续期条件可达成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备案证明 （鲁）3S37030203006 2018-12-13 2023-12-15 -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2420675 2016-6-21 长期 -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3703961835 2016-6-29 长期 -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 3713603927 2017-10-17 长期 - 

6、环评批复情况 

2020年6月24日，芳纶聚合单体两万吨装置扩建项目（二期）取得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2万吨/年芳纶聚合单体（间/对苯二甲酰氯）装置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淄环审[2020]56号），

同意该项目进行建设。 

2020年6月19日，2000吨/年聚醚酮酮树脂及成型应用项目取得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2000吨/年聚醚酮酮树脂成型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淄环审[2020]55号），同意该项目进行建设。 

2020年6月24日，安全生产管控中心项目取得淄博市生态环境局淄川分局出具的《关于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

全生产管控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川环报告表[2020]95号），同意该项目进行建设。 

7、海外业务开展情况 

凯盛新材新材料板块进出口业务中，进口业务较少，境外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15.57%，主要为向美国杜邦公

司、东丽新材料等大型跨国公司销售芳纶聚合单体产品。公司芳纶聚合单体（间/对苯二甲酰氯）等产品出口享受免抵退税

政策，近年来，出口退税率逐渐提升。 

8、业绩驱动的主要因素 

（1）具有较强的技术积累和工艺优势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凯盛新材拥有较强的研发技术实力和发展潜力，具有多年的氯化亚砜及其下游酰氯产品的生产经

验。目前，凯盛新材已经具备了氯化亚砜及酰氯类产品的生产、提纯及检测等核心技术；在生产及安全预警方面采用了自动

化控制系统，保证了生产的稳定连续及安全性；通过二氧化硫的分离和循环利用，实现了整个生产工艺的节能环保和提质增

效。 

凯盛新材在间/对苯二甲酰氯类化工行业拥有扎实的技术基础。公司的“氯化亚砜制备间苯二甲酰氯试制”和“氯化亚

砜制备对苯二甲酰氯试制”均获得山东省中小企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凯盛新材作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主持编制了间/

对苯二甲酰氯、对硝基苯甲酰氯的行业标准，参与编制了氯化亚砜行业标准。凯盛新材主要产品的纯度均能稳定保持99%以

上，其中芳纶聚合单体（间/对苯二甲酰氯）能达到99.95%以上。 

凯盛新材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生产工艺技术，并结合生产实践和客户需求不断对生产工艺进行优化改

进，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和收率。凯盛新材独特的工艺技术保证了产品在大规模生产条件下的质量稳定性。凯盛新

材的技术和工艺优势不仅为向客户提供品质更优、稳定性更好的产品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且还为保持丰厚的利润空间提供了

技术壁垒，确保了其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 

（2） 拥有丰富的研发经验、完善的研究机制以及实力较强的研发团队 

凯盛新材拥有实力较强的研发团队，现有研发、技术人员95人，其中具有博士学历3人，硕士学历9人，专注于高端化工

产品氯化一体化的工程化研究以及高性能高分子材料的研究。注重研发人才的梯队建设，与大学、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把握行业内的最新研究动向和理论知识，同时持续加大新产品生产投入，能有效的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凯盛新材合计拥有

专利136项，其中发明专利83项。 

目前，凯盛新材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设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聚芳醚酮类高性能

材料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并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第四批绿色工厂、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2017年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氯化亚砜）、2020中国精细化工百强企业等荣誉称号。 

（3）不断加强安全环保力度 

继续加强安全环保管理工作，通过加强安全培训教育，制定并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标准化操作规程，配备完备

的安全生产设施，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和安全环保部等常设机构专职从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定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定期对车间、仓库、设备进行安全检查，从而确保公司的稳定经营。同时积极推进项目安全、环保验收以及生产许可变

更工作，顺利取得了相关资质。 

（4）坚持技术创新及质量保证 

凯盛新材以二氧化硫的分离及循环利用为核心技术，串联上下游产品，将生产间/对苯二甲酰氯产品过程中产生的二氧

化硫经分离后返回氯化亚砜生产线使用，开创了一条工业废气二氧化硫综合治理循环利用的绿色经济之路。凯盛新材生产的

间/对苯二甲酰氯产品纯度可达到99.95%以上，保证了杂质检测符合下游国际大型客户采购检测要求，确保优质的产品质量。  

 9、行业发展情况 

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是我国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重要的工业基础之一。凯盛新材精细化工中间体所延伸出的芳纶

聚合单体、高分子新材料等产品及其下游行业是受国家、地方和行业协会大力鼓励的产业，近年来，在 “十三五”规划以及

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方针的基础上，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新材料及上下游行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从多方面给予行

业发展大力支持，积极推动了行业的快速进步。随着氯化亚砜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在芳纶聚合单体、三氯蔗糖等食

品添加剂行业、锂电池等新能源行业及其它羧酸衍生物领域应用的不断拓展，氯化亚砜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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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旅游业务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旅游业务涵盖酒店经营、索道运输、景区交通车运营、文艺演出等业态。主要依托于重庆、云南、陕西、广西等省、

市、自治区著名5A级景点：重庆武隆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云南丽江玉龙雪山风景名胜区、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广

西大新县德天跨国瀑布。 

（1）索道业务 

公司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风景名胜区经营三条索道，分别为玉龙雪山索道、云杉坪索道和牦牛坪索道。在陕西秦岭太白

山国家森林公园经营有三条索道，分别为天下索道、神仙岭索道和拂云阁索道。公司均为景区内唯一的索道运营方。 

（2）文艺演出 

旅游业务中的文艺演出业务主要是公司旗下丽江股份的《印象•丽江》演出，该演出是由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著名

艺术家策划、创作、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 

（3）酒店业务 

公司目前在重庆武隆、云南丽江和广西大新县等地拥有酒店经营业务，在重庆经营的酒店为武隆仙女山华邦酒店、拙雅

酒店；在云南丽江经营的酒店为和府洲际度假酒店、丽江古城英迪格酒店、茶马道丽江古城丽世酒店、茶马道德软奔子栏丽

世酒店；在广西经营的酒店为大新县明仕田园那里酒店。 

（4）景区交通运输业务 

公司在陕西秦岭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广西大新县德天跨国瀑布景区内经营游客运输业务，均为景区内唯一的交通运营

企业。  

2、行业发展情况 

根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对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受到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旅游收入实现2.23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1.1%，2020年度国内旅游人数28.79亿人次，比上年同期下降52.1%。由于国内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有效控

制，分季度来看，降幅呈现收窄的趋势，其中一季度国内旅游人数2.95亿人次，同比下降83.4%；二季度国内旅游人数6.37

亿人次，同比下降51%；三季度国内旅游人数10.01亿人次，同比下降34.3%；四季度国内旅游人数9.46亿人次，同比下降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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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6,361,873.13 10,091,370,486.71 7.78% 10,573,627,54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1,730,928.90 620,205,816.59 5.08% 506,445,65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8,969,100.22 503,006,498.19 13.11% 486,248,861.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2,722,438.50 2,082,144,717.55 13.96% 1,908,486,358.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1 6.45%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1 6.45%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7% 6.74% 0.13% 5.4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8,226,109,662.70 26,636,399,413.94 5.97% 26,644,422,54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629,493,730.58 9,340,773,415.18 3.09% 9,065,679,993.8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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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54,687,980.04 2,923,511,782.68 2,709,424,263.42 2,988,737,84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868,734.68 234,587,843.78 196,460,525.36 137,813,82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033,653.00 215,042,854.56 177,583,990.75 98,308,60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982,272.78 398,905,522.83 1,074,579,834.44 719,254,8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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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5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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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汇邦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71% 370,449,804 0 质押 252,140,000 

张松山 境内自然人 5.91% 117,095,583 87,821,687 质押 54,620,000 

董晓明 境内自然人 3.96% 78,387,988 0 质押 0 

张一卓 境内自然人 3.78% 74,861,821 0 质押 42,930,000 

李生学 境内自然人 3.63% 71,915,389 0 质押 0 

于俊田 境内自然人 1.67% 33,000,000 33,000,000 质押 33,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3% 30,208,224 0 质押 0 

王加荣 境内自然人 1.37% 27,180,308 20,385,231 质押 20,880,000 

王榕 境内自然人 0.82% 16,300,000 16,210,000 质押 0 

西安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9% 15,625,000 15,625,000 质押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张松山先生为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张一卓先生为张松山先生之子，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

存在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 

    1、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27,949,804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42,5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70,449,804 股； 

     2、李生学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3,235,289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8,680,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1,915,389 股； 

     3、张一卓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0,861,821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14,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4,861,821 股； 

     4、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15,62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 15,62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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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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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张一卓、张淇媛、张皓博为股东张松山的子女，张一卓已将其持有的汇邦科技的股权委

托张松山先生管理，张淇媛、张皓博的共同监护人赵丹琳女士（张松山先生之配偶）已同意将张淇媛、张皓博所持有的汇邦

科技的股权委托张松山先生管理。张松山先生通过直接持有和受托管理汇邦科技的股权合计 53.00%，为汇邦科技的实际控

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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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遭遇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疫情危机，世界经济显著下滑，截止目前，

全球确诊病例超过一亿人，死亡人数逾两百万，中国医药工业作为和疫情联系最为紧密的行业，也迎来了深刻而急剧变革的

一年。过去一年，面对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国内外医药企业的强力竞争，和以带量采购为首的医药政策，公司管理层坚定

信心、迎难而上，实施医药、医疗“大健康”战略，聚焦高质量发展，并加强研发创新和产品布局，积极拓展药品院外零售市

场和医美消费市场。医药板块，整体保持稳健发展，巩固院内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全力提升院外市场占比；两大生产基地

相继投产，大幅提升公司产能；拓展业务条线，开展CDMO和皮肤医疗器械研发。医疗板块，三级综合医院北部宽仁医院正

式开业，就诊人数、学科建设、经营业绩等各方面均超出预期；北京华生康复医院正式建成，预计2021年上半年开业运营，

届时即可实现海内外医院的优势互补；农化、新材料板块在分拆上市和独立运营方面取得阶段性成就，其中颖泰生物成为新

三板精选层首批挂牌企业，凯盛新材分拆上市已获深交所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从业务架构上看，公司进一步厘清业务布局，

实现轻装上阵。旅游板块，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延迟营业，后随着疫情逐渐缓解，公司积极有序地恢复游客接待工作，旅游

5.91% 

18.71% 

10.96

% 

16.47

% 

11.70

% 

13.87

% 

张松山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

司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 

张一卓 张淇媛 张皓博 

张松山合计控制汇邦科技 53.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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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目前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同期水平。 

2020年度，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1,087,636.1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8,499.14万元，同比增长7.78%；实现营业利润

119,486.2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89.51万元，同比增长3.3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173.09万元，比去年

同期增加3,152.51万元，同比增长5.0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6,896.91万元，比去年同

期增加6,596.26万元，同比增长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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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1,311,230.12 2,209,032,164.80 79.42% 8.82% 7.01% -1.35% 

农化新材料 6,739,370,529.62 1,486,570,939.73 22.06% 15.58% -5.37% -4.88% 

旅游产品 563,267,328.28 278,958,922.33 49.53% -37.84% -50.25%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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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 

22 号），根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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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13日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 

 

2020年1月1日公司采用新收入准则的影响如下：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调整数 2020年1月1日 

预收账款 318,406,839.37 -303,354,357.43 15,052,481.94 

合同负债  279,245,422.23 279,245,422.23 

其他流动负债 700,000,000.00 24,108,935.20 724,108,9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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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资产  1,106,042.06 1,106,042.06 

应收账款 2,069,503,422.70 -1,106,042.06 2,068,397,380.64 

2.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本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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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发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重庆北宽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重庆宽华药房有限公司、重庆北宽医学检

验实验室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时三个公司账面实收资本及净资产为零。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报告期合并范围内未发生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3、处置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处置新沂福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自丧失控制权开始将不纳入合并范围。 

4、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报告期内，公司由于新设增加的子公司包括：四川明欣众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颖泰作物科技有限公司、潍坊凯盛新材

料有限公司、陕西横渠书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注销的子公司：成都鹤鸣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烟台博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少数股东增资导致丧失控制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有：西藏札禧德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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