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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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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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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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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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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结果，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297,071,596.93 元，加上上次分配后留存的未分配利润 750,105,701.02 元，累计可供股

东分配利润为 1,047,177,297.95 元。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418,507,11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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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易所 千金药业 60047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溧 丁四海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801号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株洲

大道801号 

电话 0731-22492897 0731-22496088 

电子信箱 624214982@qq.com qjyydb@qjy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中成药、化学药和女性卫生用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以及药品的批发

和零售业务。公司现有片剂、胶囊剂、颗粒剂、丸剂、煎膏剂、散剂和溶液剂等 12种制剂、22

条自动化生产线、110 项药品注册批件和 18项原料药注册批件。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有 29个药

品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53个药品入选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0年版）》。截止 2020年底，千金集团累计拥有有效专利 388件，其中发

明专利 139件，实用新型专利 38件，外观专利 211件。  

公司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公司中成药主导产品妇科千金片（胶囊）、补血益母丸（颗粒）是独

家的国基药品种、国医保甲类品种，妇科千金胶囊和妇科断红饮胶囊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目前，公司已初步构建了包括医药制造、医药流通和中药种植在内的医药全产业链业务架构。

同时，公司秉承“跳出妇科，做女性健康系列；跳出本业，做中药衍生系列”的发展战略，以妇

科中药为核心，逐步向女性大健康产业领域延伸,千金净雅妇科专用棉巾的销售已初具规模，千金

润洗护系列和千金姜茶系列产品也是公司重点打造的衍生系列产品。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主要包含医药工业和医药商业，医药工业主要生产中成药和西药，医药商业主要包括

医药批发及零售。 

（1）采购模式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当归、党参、穿心莲等多种中药材及各种化学原料药。公司为提高原药材

质量，保障供应，子公司千金药材在甘肃、云南药材产地设立了中药材种植、收购、加工基地。

除此之外，公司生产所需的其他中药材，化学原料药，辅助材料，包装材料等物料均系向外部供

应商采购。公司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供应商遴选与考核机制，实行优胜劣汰，制定了规范的采购管

理制度，招标管理制度和完善的采购业务流程。 

（2）生产模式 

公司按照国家 GMP 要求和公司制定的药品生产标准组织生产。生产部门负责安排生产任务，协

调和督促生产计划的完成，同时对产品的生产过程、工艺要求和卫生规范等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质量控制部门负责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监督和管理，通过对生产各环节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质

量严格控制，保证最终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主要通过医疗终端和零售终端进行销售。 



针对医院终端，公司组建了医疗营销部，积极参与全国性及省市级的医疗学术研讨活动，传播

与交流公司产品的临床研究成果，使职业医生了解、熟悉并认可公司产品的特点和疗效，从而确

保产品的临床合理使用，最终将产品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随着国家“986”基药政策的推进，公

司实施了“基药大开发”的营销策略，重点推广妇科千金片/胶囊和补血益母丸/颗粒两大独家基

药产品，在疫情的影响下医疗板块全年仍保持了一定份额的增长。 

针对零售终端，公司组建了药店营销部，加强了与全国各地连锁药店及单体药店的合作，根据

连锁药店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合作方案，满足连锁差异化的需求，通过渠道分销确保产品到达各

零售终端。通过加大开展消费者教育、店员培训、品牌宣传等门店促销活动，公司 2020年在零售

端的业绩增速较快。除妇科千金片/胶囊外，益母颗粒、加味逍遥丸等产品在零售端均出现快速增

长，市场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 

针对线上渠道，2020 年集团整合资源成立了新零售营销部，下设药品销区、衍生品销区，通过

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方式加强衍生产品的线上营销。同时，公司将集团各子公司的衍生产品销

售渠道进行整合，将千金净雅药店渠道与母公司药店渠道合并，利用总部的品牌和团队优势进一

步做大千金净雅在药店渠道的销售额。 

（三）行业情况分析 

1、行业发展情况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 年 1-11 月份，规模以上医

药制造行业收入为 22004亿元，利润总额为 3145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3.9%和 11.9%，虽然有疫

情冲击的影响，规模以上医药行业整体抗疫情冲击能力较强。从药品终端销售数据来看，根据南

方医药经济所米内网的数据，2020年医疗渠道受疫情冲击较大，其中化学药下滑 12.79%，中成药

下滑 18.29%。零售渠道受疫情影响较小，其中化学药增长 3.68%，中成药下滑 5.50%。 

近年来行业政策和市场环境给医药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随着医疗体制改革进一步

深化，医保支出结构不断调整，医保控费仍在持续，仿制药一致性评价、4+7 带量采购等政策的

实施，使得医药产业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国家集采的常态化对化学仿制药的市场形成了较

大冲击，未来有可能会对生物制品和中成药开展带量采购。另一方面，国家促进中医药领域发展

的相关政策不断落地，中医药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中西医并重的方针下，优质中药仍有广阔的

发展空间。 

2、行业周期性特点 

医药行业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是典型的弱周期行业，这是由其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刚性需



求较强的本质决定的。行业增长速度虽有波动，但总体增速平稳。受我国医改推进、政府投入增

长、社会老龄化水平加重以及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的影响，行业持续增长，属于增长性行业。

近年来随着医改的不断推进，传统的化学仿制药和中药注射剂受政策冲击较大，但创新药和高技

术壁垒的仿制药市场份额在不断提升。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处于国内女性医药健康领域的领先地位。“千金”为妇科中成药领域首个中国驰名商标，母

公司现有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等九个剂型，主要产品有妇科千金片（胶囊）、补血益母丸（颗粒）、

椿乳凝胶、妇科断红饮胶囊等 11个独家品种，拥有妇科类产品发明专利 46项、生产批件 20个。    

根据米内网的数据，妇科千金片/胶囊已连续十多年保持口服妇科炎症中成药第一品牌的地位。

补血益母丸（颗粒）是产后恢复领域仅有的 2个国基药品种之一，2020年市场份额实现了大幅提

升。2020年妇科千金片、妇科千金胶囊、益母颗粒、加味逍遥丸均进入了零售市场妇科 TOP20品

种榜，千金品牌在妇科领域的领先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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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4,228,711,385.05 3,812,172,747.49 10.93 3,472,489,217.84 

营业收入 3,626,966,808.62 3,525,238,122.24 2.89 3,328,553,963.1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7,071,596.93 294,313,213.05 0.94 255,355,306.0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8,112,143.02 259,156,963.26 -0.40 211,155,507.4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266,771,588.79 2,178,081,788.29 4.07 2,028,833,840.5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42,373,092.58 155,493,890.87 248.81 383,466,469.6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098 0.7032 0.94 0.610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098 0.7032 0.94 0.610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3.37 13.92 减少0.55个百分

点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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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008,185.83 880,423,748.15 973,664,320.22 969,870,55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7,725,338.92 42,945,810.88 83,111,795.96 133,288,65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6,311,513.87 29,581,457.47 75,753,057.95 116,466,113.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9,875,418.96 87,799,181.74 54,419,608.34 300,278,883.5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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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3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164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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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0 119,381,136 28.53 0 无 119,381,136 国有

法人 



长安基金－光大银

行－长安平安富贵

千金净雅资产管理

计划 

-4,960,000.00 10,592,130 2.53 0 无 10,592,130 其他 

湖南省烟草公司株

洲市公司 

0 6,916,111 1.65 0 无 6,916,111 国有

法人 

李艳丽 6,742,680 6,742,680 1.61 0 无 6,742,680 境内

自然

人 

朱飞锦 0 4,801,920 1.15 0 无 4,801,920 境内

自然

人 

赵惠新 3,219,400 3,219,400 0.77 0 无 3,219,400 境内

自然

人 

韩劲松 55,000 2,416,105 0.58 0 无 2,416,105 境内

自然

人 

肖秀娟 2,042,880 2,042,880 0.49 0 无 2,042,880 境内

自然

人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分红产品 2 

-3,872,815 2,032,422 0.49 0 无 2,032,422 其他 

王宝财 0 1,578,604 0.38 0 无 1,578,604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联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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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2,696.68 万元，同比上年 352,523.81 万元增长 2.89%；实现利

润总额 42,458.50 万元，同比上年 42,969.69 万元下降 1.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707.16 万元，同比上年 29,431.32 万元增长 0.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811.21 万元，同比上年 25,915.70万元下降 0.40%。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

子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或主体。 

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期合并范围的变动

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