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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20             证券简称：立方制药             公告编号：2022-015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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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4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

0 股转增 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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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方制药 股票代码 00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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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军 张园园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669 号立方厂区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669 号立方厂区 

传真 0551-65350370 0551-65350370 

电话 0551-65350370 0551-65350370 

电子信箱 zqb@lifeon.cn zqb@lifeo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3020）创建于 2002 年，公司坚持以高端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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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及其高品质产品生产为龙头，以原料药、医药商业为两翼的医药产业链发展战略。报告

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包含医药工业及医药商业。医药工业方面，主要包括药品制剂及

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工业产品涉及心血管类用药、消化系统用药、皮肤外用药

等领域，布局眼科、精麻产品管线。医药商业包括药品与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 

1）医药工业 

公司以渗透泵控释技术为核心，建立了由配方技术、制剂评价技术、制剂工程化技术与

关键设备技术四大部分组成的渗透泵控释技术平台，并不断提升渗透泵制剂产品开发与产业

化能力，主要产品包括非洛地平缓释片（Ⅱ）、独家仿制药甲磺酸多沙唑嗪缓释片，2021 年

获批硝苯地平控释片、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同时，公司拥有益气和胃胶囊、坤宁颗粒、亮

菌口服溶液、丹皮酚软膏、克痤隐酮凝胶等特色医药品种以及部分原料药品种。中药品种益

气和胃胶囊、坤宁颗粒在 2018 年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益气和胃胶囊为国家基药独家品种，

坤宁颗粒为国家基药独家品规。 

在化学原料药方面，非洛地平、甲磺酸多沙唑嗪、丹皮酚、尿素等原料药获批生产，保

障了主要制剂品种原料药自产自供。公司建立含巯基化学原料药生产技术平台，形成国内先

进的含巯基化学原料药生产基地，2018 年 7 月，公司零缺陷通过 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针对二巯丁二酸原料药生产设施及规范的现场检查。 

公司主要生产的药品及主要功能列示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图示 功能主治 

1 
非洛地平缓释

片（Ⅱ） 

 

用于高血压的治疗。 

2 
甲磺酸多沙唑

嗪缓释片 

 

良性前列腺增生对症治疗；

高血压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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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图示 功能主治 

3 
硝苯地平控释

片（新获批） 

 

高血压、冠心病、慢性稳定

性心绞痛（劳累性心绞痛） 

4 

盐酸曲美他嗪

缓释片（新获

批） 

 

作为添加药物，本品用于对

一线抗心绞痛治疗控制不

佳或无法耐受的稳定型心

绞痛成年患者的对症治疗。 

5 益气和胃胶囊 

 

健脾和胃，通络止痛。用于

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脾胃虚

弱兼胃热瘀阻证，症见胃脘

痞满胀痛、食少纳呆、大便

溏薄、体倦乏力、舌淡苔薄

黄、脉细。 

6 亮菌口服溶液 

 

用于慢性肝炎、迁延性肝

炎、慢性胆管炎和胆囊炎以

及慢性、浅表性、萎缩性胃

炎及放疗、化疗引起的白细

胞减少的辅助治疗。 

7 丹皮酚软膏 

 

抗过敏药，有消炎止痒作

用。用于各种湿疹、皮炎、

皮肤瘙痒，蚊臭虫叮咬红肿

等各种皮肤疾患，对过敏性

鼻炎和防治感冒也有一定

效果。 

8 克痤隐酮凝胶 

 

抑制皮脂腺分泌及痤疮

杆菌生长。用于黑头、白

头粉剌及脓疮型痤疮。 

9 
盐酸哌甲酯（新

获批） 

 

苯丙胺类中枢精神兴奋剂，

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其制

剂用于治疗6岁以上儿童注

意缺陷多动障碍。 

2）医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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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药商业方面，公司秉持“营销即服务”的经营准则，立足安徽省市场，坚持医疗终

端配送、连锁药房零售并行，依靠现代化物流基地，发挥现有营销渠道上下游资源优势，进

一步推动药品供应、销售等环节的自动化、信息化。公司将进一步通过深耕区域市场、降低

物流成本、提高配送效率等经营措施，积极拓展线上业务，辐射全国，将自身打造成为区域

龙头医药商业企业。 

（2）医药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2021 年，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国家

药品集采、医保谈判、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病种分值（DRG/DIP）支付方式改革等政策陆续推

出，医药工业整体进入转型期，行业结构发生较大调整，制药企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另一方

面，医疗卫生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

《2020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 年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 72,306.4 亿元。

人均卫生总费用 5,146.4 元，卫生总费用占 GDP 百分比为 7.12%。根据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

心数据，2021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8408.7 亿元，

增长 8.1%；中成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为 4862.2 亿元，增长 11.9%；化学原料药制造业实现

营业收入 4414.9 亿元，增长 13.6%。医药行业稳健发展。 

药品的使用与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医药的需求相对刚性和稳定，使得医药行业

成为弱周期性行业。根据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 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

展趋势和政策》预测，到 2022 年左右，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 14%，实现向老

龄社会的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慢病发病、患病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多，群众

医药需求持续增长。我国目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总体呈现出发病率、病死率、致残率高，而

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低的“三高三低”现象。从中长期来看，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

医疗保险体系的逐渐完善、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人们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医疗

资源、医药行业都将保持着稳健高速的增长，发展空间巨大。 

公司作为国内药企，一方面，不断加强创新，投入研发用于创新药、高端制剂、以及能

够进行差异化竞争的市场中，为医生、患者提供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如在慢病治疗领域，

复杂制剂技术产品一直未在临床达到很好满足；另一方面，原料药是创新和成本的核心，“原

料药+高端制剂”使公司竞争优势更为明显，将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再者，拓展具有一定品

牌知名度的消费品属性医疗产品，减少医药政策对产品销售的影响。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医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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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坚持在渗透泵技术领域开展包括配方技术、制剂评价技术、制剂

工程化技术与关键设备技术等方面的研发。公司以非洛地平渗透泵制剂产业化为基础，在国

家、省、市等各级科技项目支持下，针对渗透泵制剂关键技术组织技术攻关，取得了一系列

技术突破，掌握了多种类型渗透泵关键技术，逐步搭建起渗透泵技术平台，通过技术优势取

得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逐步树立了“立方”渗透泵技术品牌。核心技术“难溶药物单层芯

渗透泵控释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获得 2018 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通过不断提升

渗透泵制剂产品开发与产业化能力，在增强现有渗透泵产品生产及盈利能力的同时，公司建

立了丰富的渗透泵制剂产品管线。目前已经上市渗透泵技术产品包括非洛地平缓释片（Ⅱ）、

甲磺酸多沙唑嗪缓释片、硝苯地平控释片和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四个品种，另有已经完成 B

E 研究、中试放大、药学研究等多个阶段的在研渗透泵制剂。 

公司还拥有多个特色产品，包括益气和胃胶囊、坤宁颗粒、亮菌口服溶液、丹皮酚软膏、

克痤隐酮凝胶等品种，涉及消化、皮肤外用药和妇科等多个领域。其中益气和胃胶囊为国家

基药独家品种，坤宁颗粒为国家基药独家品规。丹皮酚软膏、克痤隐酮凝胶等外用药品种，

兼具消费品属性，在零售终端表现活跃，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 

此外，公司还有部分自主研发、生产的原料药、辅料及医药中间体，制剂产品非洛地平

缓释片(Ⅱ)、尿素维 E 乳膏、丹皮酚软膏、甲磺酸多沙唑嗪缓释片可以实现原料药、关键辅

料的自主供给，确保在集中采购中的成本优势。 

2021 年 5 月 10 日，公司与安徽省双科药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主体

变更协议》，公司以人民币 3,800 万元受让金珍滴眼液等 13 个滴眼剂药品技术的所有权，并

成为前述品种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公司由此正式进入眼科领域。 

2）医药商业 

在医药商业方面，公司秉持“营销即服务”的经营准则，立足安徽省市场，坚持医疗终

端配送、连锁药房零售并行，依靠现代化物流基地，发挥现有营销渠道上下游资源优势，进

一步推动药品供应、销售等环节的自动化、信息化。公司将进一步通过深耕区域市场、降低

物流成本、提高配送效率等经营措施，积极拓展线上业务，辐射全国，将自身打造成为区域

龙头医药商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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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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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674,444,924.99 1,536,019,607.62 9.01% 889,813,09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03,910,770.75 1,173,993,131.03 11.07% 589,997,699.7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273,254,476.86 1,894,291,431.49 20.01% 1,650,031,85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72,227,170.61 135,116,122.69 27.47% 105,141,10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766,711.42 117,875,523.70 28.75% 93,296,390.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8,702,671.45 172,489,276.44 -7.99% 149,299,64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6 1.94 -4.12% 1.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6 1.94 -4.12% 1.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5% 21.14% -7.19%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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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093,775.22 524,715,177.12 591,088,785.10 608,356,73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691,278.46 41,893,097.98 41,758,248.46 46,884,54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065,652.84 36,869,644.81 37,487,510.07 37,343,90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347,550.03 33,889,601.17 75,130,780.47 42,334,73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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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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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季俊虬 境内自然人 27.58% 25,548,600 25,548,600   

合肥立方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95% 18,480,000 18,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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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娟 境内自然人 7.12% 6,600,000 4,950,000   

高美华 境内自然人 3.80% 3,524,400 3,524,400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广发信德中恒汇金

（龙岩）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3.57% 3,306,000 0   

李孝常 境内自然人 3.14% 2,913,400 0   

李卫萍 境内自然人 1.80% 1,664,353 0   

国泰基金－交通银行－国

泰基金博远 20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42% 1,312,162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文体健康主题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2% 1,129,650 0   

万联广生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3% 953,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季俊虬持有立方投资 100%的股权。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李卫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8,4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545,953 股，

合计持股数量 1,66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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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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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高美华女士因达到退休年龄申请辞职，公司补选王清

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副总经理。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董事会选举邓晓娟女

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暨聘任

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66）。 

2、报告期内，公司盐酸哌甲酯原料药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审

批，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硝苯地平控释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金珍滴眼液等 13 个滴眼

剂品种完成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产品管线得到进一步丰富。此外，公司非洛地平缓释

片一致性评价、伊曲康唑口服液、盐酸羟考酮缓释片及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药品注册申请获

受理。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原料药通过

CDE 审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关于取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5、2021-072）、《关于签署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受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

1-036）、《关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受让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关于收

到一致性评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药品注

册受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关于收到药品注册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64、2021-067）。 

3、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由于“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项目建

设涉及土地性质变更、“原料药生产项目一期”项目相关土地使用权审批流程等影响，导致

上述项目实际开工建设时间较晚，项目工程施工进度滞后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建设计划。根

据项目建设情况及后续规划，经审慎研究，并经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保荐

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将“药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原料药生产项目一期”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调整为 2024 年 3 月 31 日、2023 年 6 月 30 日。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80）。 

4、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金寨立方与金寨县安居服务中心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被征收的资产为坐落于金寨县梅山镇新河路的金寨立方的所有房屋及附属物，征收补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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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为人民币 29,331,700 元。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 关于子公司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5、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诚志生物首次获得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

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批准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6）。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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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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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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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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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