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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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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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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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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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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1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0,412,776.70元，加上年初未分

配利润538,452,185.09元，扣除本年度分配2020年度现金股利33,594,325.65元，2021年度末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84,445,082.74元。 

鉴于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根据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关于利

润分配的规定，同时综合考虑公司2022年度经营情况和资金需求等因素，本年度拟不实施利润分

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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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花股份 600080 ST金花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明 张云波 

办公地址 西安市科技四路202号 西安市科技四路202号 

电话 029-88336635 029-88336635 

电子信箱 irm@ginwa.com.cn irm@ginwa.com.cn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21 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地执行的开局之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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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转型加速，医药行业迎来了大的变革，面对新的竞争格局和行业形势，公司围绕“合规、目

标、担当”的主题，全员齐心协力，坚持公司战略方向，围绕年度经营目标任务，按计划有序开

展各项经营工作。 

1、产品营销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以专业化学术为引领，坚持合规转型的既定战略，加大医学研究的力度，

加快学术工具的转化，通过持续专业化学术推广，形成战略规划、品牌建设、循证研究、市场调

研和媒体宣传等多维度的市场营销框架，为产品市场销量和占有率的进一步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通过持续打造线上强势品牌，公司“肌骨锵锵骨松空中课堂”已经成为骨骼与肌肉领域有影

响力、有学术氛围的线上直播平台。初步完成产品数据平台搭建，将直播、线上知识竞赛、线上

病例征集等系统数据全部整合，通过数据的积累和分析对销售进行反向输出和指导，为精准化推

广做好底层铺垫。通过深入挖掘产品价值，加大对市场品牌持续投入，加强销售团队建设，稳固

市场地位，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 

在普药营销方面，公司围绕产品销售，全面拓展市场。纵向做深优化原有渠道，横向拓宽销

售新渠道，紧跟医药数字化发展的形势，结合视频、推文等形式全面开展线上宣传，多渠道触达

消费者，扩大产品影响力，提升产品认知度。以终端为核心开展市场推广活动，通过市场活动收

集产品推广素材，挖掘和开拓有潜力的终端，提升终端覆盖率，带动销量的增长。 

2、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项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围绕已上市核心产品进行研究开发，包

括工艺改进、成分研究、质量标准提高和适应症拓展。按照《人工虎骨粉特征肽图质量标准》草

案以及《药品质量标准验证分析方法验证指导原则》的相关规定，完成人工虎骨粉质量标准复核，

完成转移因子系列产品生物活性检测方法研究，建立新的生物活性检测方法。另一方面，继续加

强和外部研发机构的联系和合作，借助外部研发机构的技术力量，委托研发，积极推进研发项目，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3、生产运营 

报告期内，面对疫情造成的生产困难与突发问题，生产部门全体员工团结一致，通过提前预

判合理排产等方式，保障市场供应。在产品质量保证、生产效率提升、生产环境改善等方面，持

续推进技术攻关、技改项目，解决生产过程的问题。在安全生产过程中，强化过程监控，落实检

查环节，加大现场质量管理力度，坚持规范操作，组织安全教育与培训，明确安全责任，养成全

员规范生产的意识与习惯，确保了全年安全生产。在产品质量方面，围绕药品生产规范，加强供

应商审核，制定合格供应商目录，深化产品质量源头管理。  

4、内部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工作，以合规为前提，全面加强过程管理，使管理工作不断的

向精细化转变。在制度流程建设方面，通过不断梳理、优化制度流程，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公司结合岗位人员需求及培养对象，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开展技能培训，加强团队沟通协作。通

过优化薪酬结构体系、按才轮岗、按能调整、按绩考核，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形成了良性循

环，使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三、 报告期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医药行业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息息相关，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及国民生

活水平的提升，国家对医药行业的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对药品数量需求持续增长。 

2021 年，医药行业创新升级能力持续提升，新药上市方面，共有 44 款创新药获批上市，数

量为近年新高，其中化学药 17 款，生物药 15 款，中成药 12 款，涵盖多个治疗领域，医药行业从

数量发展向高质量创新性发展转型速度加快。 

2021 年，国家医药产业相关政策与配套措施不断出台，带量采购常态化，DRG/DIP 试点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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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医保目录调整及谈判政策实施，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等一系列促进高性价比用药的政策逐

渐执行，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规模企业发展加快，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药品流通渠道更加多元化，处方药的院外市场、县级市场快速发展，在国家医保局、国家卫

生健康委发布的《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机制的指导意见》政策支持下，

创新药在药店零售渠道实现规模销售，受疫情影响，互联网医疗、线上药品销售取得快速发展，

根据米内网统计数据，2021 年上半年，网上药店销售规模同比增长 61%，成为药品销售的重要终

端。 

2021 年，在医疗保险体系的逐渐完善、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居民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及国

家医药行业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医药制造业仍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1 年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达 29,288.5 亿元，同比增长 20.1%，医院市场总销售额达 9,883 亿元,

同比去年增长 10.1%。化学药 2021 年同比去年增长 6%,生物制品增长 29%,中成药增长 17%。2021

年，规模以上的医药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6,271.4 亿元，较上年增长 77.9%。 

 

四、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一）主要业务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主要业

务为药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线涵盖化学药品、中成药、原料药和保健品。剂型包括片剂、

胶囊剂、颗粒剂、散剂、合剂、口服溶液剂、糖浆剂、外用溶液剂等一百多个品种、品规。依据

特性和经营模式，产品分为骨科类、免疫类、儿童类和普药类等四个系列。  

公司主导产品金天格胶囊是国家一类新药，经过多年的推广，目前已经成为骨科临床中药一

线用药；转移因子系列产品为调节人体免疫力的药品；儿童系列用药包括鞣酸蛋白酵母散等；普

药系列主要包括开塞露、诺氟沙星胶囊、甲芬那酸胶囊等品种，公司主要产品在多年的运营中形

成了质量稳定、安全可靠的竞争优势。  

（二）经营模式  

1、医药工业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物料由物料部统一负责采购。物料部根据生产计划、库存情况及原材料市场情

况，制定原材料的采购计划，保证物料及时供应。质量部对供应商的资质、质量体系及生产能力

进行审核、评估，出具审核意见及合格供应商目录；物料部对合格的供应商通过比价、招标等方

式进行物料采购。同时，公司每年对供应商进行现场审计，每季度进行评估、评分。物料部通过

对日常市场信息的收集分析，结合合理库存、到货周期、付款周期等因素，降低公司各项采购成

本。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模式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进行，由公司营销部门提交年度销售预算计划，每月依据

市场需求编制次月销售计划提交生产部。生产部根据月度销售计划制定出月度生产计划，再由储

运部进行物料需求计划核算，物料部进行物料采购，生产部依据月度生产计划分解出周排产计划

并组织生产，各车间负责生产实施。在生产执行过程中，所有在线生产品种严格遵守生产工艺规

程，依据 GMP 规范和岗位操作 SOP 开展生产活动，确保规范生产。技术部对生产过程工艺规程

执行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和评价。质量部对生产环境、工艺实施过程检测监控，对所有生产物料、

生产过程中间产品和产成品按照相应质量标准进行检验，确保生产过程合规，产品质量合格；设

备部负责生产设备的安装、调试、保养等工作，确保产品安全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体系设有金天格事业部、招商部、普药部和市场部，分管不同渠道的产品营销业务。

主导产品以招商代理模式为主，目前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公司坚持专业的学术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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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道路，形成了战略规划、品牌建设、媒体宣传、会议推广、市场调研、促销活动以及专家网络

建设等多维度的产品营销框架。 

四、  

 

五、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近三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870,188,073.55 1,958,574,300.85 -4.51 1,979,851,640.2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56,217,718.69 1,721,338,898.70 -3.78 1,714,985,578.65 

营业收入 534,036,500.95 668,180,334.76 -20.08 754,544,013.6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160,452.12 37,738,016.78 -148.12 25,902,673.8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5,853,424.89 25,922,513.13 38.31 13,385,086.9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594,673.93 46,558,370.18 -34.29 111,445,504.0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8 2.20 

减少3.28个百分

点 
1.4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87 0.1059 -145.99 0.072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487 0.1059 -145.99 0.0727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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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00,468.41 135,464,725.06 148,756,473.00 143,014,83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549,682.33 9,317,151.57 6,150,674.42 -41,177,96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913,927.56 9,209,684.73 11,450,853.36 10,278,95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7,984,546.27 10,258,703.09 32,790,224.14 25,530,292.9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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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分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波动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并  

一、营业收入 10,680.05 13,546.47 14,875.65 14,301.48 53,403.65 

二、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54.97 931.72 615.07 -4,117.80 -1,816.04 

三、归属于母公司非经常性损益 263.58 10.75 -530.02 -5,145.69 -5,401.39 

四、扣非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491.39 920.97 1,145.09 1,027.90 3,585.35 

五、经常性损益波动因素剔除           

（1）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填列） 

301.37 -169.60 -8.00 49.66 173.43 

（2）权益法投资收益 501.85 700.03 723.82 -101.70 1,823.98 

（3）小计=(1)+(2) 803.22 530.42 715.82 -52.05 1,997.40 

六、主业经营性税后利润 -311.82 390.55 429.27 1,079.95 1,587.90 

主业经营性税后利润率（%） -2.92 2.88 2.89 7.55 2.97 

2021 年四季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与前三季度差异较大，主要原因为计提诉讼事项预计损失

所致。 

 

六、 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

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62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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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金花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71,447,654 19.14 0 质押 71,447,654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邢博越 4,418,900 64,566,652 17.30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世纪金花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000 8.04 0 无   

境内自然

人 

杜玲 2,706,000 10,974,247 2.94 0 无   
境内自然

人 

杨蓓 1,222,300 10,545,559 2.83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钟春华 2,874,100 8,521,696 2.28 0 无   境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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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赵海祥   2,297,500 0.62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周晓军   2,210,500 0.59 0 无   
境内自然

人 

董岳山   1,521,904 0.41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刘洲   1,471,300 0.39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邢博越与杨蓓、杜玲、钟春华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关系。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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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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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情况介绍 

√适用  □不适用  

2022 年 1 月 15 日，公司原控股股东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花投资”）持

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66,897,6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92%，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3.63%）被司法拍卖，2022 年 1 月 26 日完成划转过户（详见《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临 2022-003 号）、《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2-0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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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的公告》（临 2022-007 号）），权益变动股

份过户后，金花投资持有公司的股份减少至 4,5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 

上述权益变动后，根据上述股东目前持股情况及董事会提名选举及构成，公司董事会认定邢

博越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杜玲、杨蓓、钟春华成为公司控股股东，邢博越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详见公司“临 2022-026”、“临 2022-028”号公告）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七、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403.6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0.08%，其中医药工业实现

销售收入 51,246.6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2.82%；主要为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受疫情影响导致销

量减少；医药商业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主要为公司 2020年转让了持有的医药商业子公

司陕西金花医药化玻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再涉及医药商业业务；金花国际大酒

店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5.1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97%。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16.0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48.12%；主

要为计提诉讼事项预计损失所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585.3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8.31%，主要为报告期内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较高收益理财产品所致。 

 

二、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邢博越 杜玲 杨蓓 钟春华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30% 2.94% 2.28%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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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邢雅江 

                                                             2022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