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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共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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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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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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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药业 股票代码 30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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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静 万迎 

办公地址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伺服产业园 A 栋 5

楼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伺服产业园 A 栋 5

楼 

传真 0710-3423124 0710-3423124 

电话 0710-3523126 0710-3523126 

电子信箱 wendy@gotochem.com wanying@gotoch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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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甾体药物原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甾体药物生产所需的起始物料和

中间体。在甾体药物起始物料领域，公司是国内最大的供应商之一；在甾体药物中间体领域，公司掌握了多种产品的生产技

术，实现了起始物料至性激素类中间体的完整产品路线覆盖，并能够生产多种皮质激素类中间体和孕激素类中间体。公司在

生产甾体药物起始物料和中间体的同时，已布局向下游延伸高端激素类原料药和制剂。 

     2、主要产品及用途 

     在甾体激素起始物料端，公司目前主要产品有雄烯二酮（AD）、双降醇（BA）、9-羟基雄烯二酮（9OH-AD），主要被下游

企业用于开发的糖皮质激素类、性激素类、蛋白同化激素类以及胆酸类等甾体药物，该类甾体类药物对机体的发育、生长、

代谢和免疫功能起着重要调节作用。 

     在医药中间体端，公司目前主要产品有康力龙、睾酮、黄体酮、坎利酮等，主要储备的产品有泼尼松龙及其中间体、

熊去氧胆酸、阿比特龙等抗炎、胆酸类以及抗癌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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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发展变化 

     甾体药物主要包括皮质激素、性激素和孕激素和其他类，它们是在研究哺乳动物内分泌系统时发现的内源性物质，在

维持生命、调解性功能、机体发育、免疫调解、皮肤疾病治疗及生育控制方面具有明确的作用。目前全球生产的甾体类药物

已超过 400 种，其中最主要的是甾体激素类药物。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甾体激素药物销售额每年以 10%-15%

的速度递增，甾体类药物是仅次于抗生素的第二大类化学药。为迎合全球甾体药物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甾体药物厂商数量

和产量不断提升，我国也逐步成为全球范围内甾体药物起始物料的供应大国。根据健康网公布的甾体激素中间体的出口规模，

2016 年至今激素中间体的年均出口规模在8,000 万美元左右，从激素原料药的出口规模来看，2016 年至今皮质激素、性激

素、孕激素和其他激素原料药的年均出口规模分别约为 30,000 万美元、8,000 万美元、15,000 万美元和 8,500 万美元。

目前我国甾体激素原料药年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 1/3 左右，其中，皮质激素原料药生产能力和实际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 

（三）市场竞争格局 

     甾体药物产业链相对较长，经过近十余年的绿色环保生产工艺发展，并随着政府部门环保要求的提升倒逼产业技术升

级，采用传统工艺路线的企业逐步被市场淘汰，生物技术路线逐步成为该行业的主要技术路线。目前国内生产雄烯二酮等起

始物料技术路线已经成熟，随着技术更新换代和工艺改进，国内甾体药物行业的上游厂商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在以公司为

代表的少数几家企业，而全球范围内甾体药物市场份额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厂家主要为少数几个大型的跨国制药公司，如辉

瑞、拜耳、默沙东、赛诺菲。虽然相对全球范围来说，我国现今仍属于甾体药物起始物料及多种中间体的供应大国，但近年

来我国生产要素的价格持续上涨，对于行业内中小企业的负担逐渐加重；且目前国内领先的甾体药物行业企业已占据了相应

细分领域上较多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医药制造业本身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甾体药物的生产技术涉及生物

技术和化学合成，工艺开发时间较长，技术起点较高，这使得新进企业难以快速满足上述资本和技术的要求，行业进入门槛

较高。现存的数家行业领先的企业拥有规模优势，未来将通过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行整合以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甾体药

物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 

（四）行业地位 

     在起始物料领域，公司率先在生物技术上取得突破，引领了国内通过生物技术由植物甾醇转化得到雄烯二酮等起始物

料的生产技术路线，公司已成为甾体药物起始物料领域的领军企业，是国内最大的供应商之一。在中间体领域，公司依托起

始物料产品的优势，且在酶转化和化学合成技术上具备行业领先水平，公司具备更强的向产业链下游延伸的能力，目前可生

产的产品种类多达 100 余种，公司的产品种类丰富，能够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并受到市场认可，公司已与天药股份、溢

多利、CHEMO 和AMRI 等国内外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已发展成为国内甾体药物中间体的重要研发和生产基地；同时

公司积极创新，对潜力较大的甾体其他类药物进行了产品路线研究，例如利尿剂螺内酯和抗癌药物阿比特龙所需要的中间体

等产品。公司已对甾体药物中具备较大市场空间的部分下游产品，利用自身已有的上游产品生产技术优势进行了积极研发和

提前规划以拓展公司未来的产品线。未来公司将继续巩固起始物料生产的优势地位，并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优化生产工艺、

开发新产品生产等方式进一步满足客户对产品日益丰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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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117,263.96 464,801,920.27 0.71% 437,301,66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288,521.48 72,996,358.19 -27.00% 70,677,87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137,480.66 58,177,550.26 -20.70% 66,921,98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74,987.99 8,502,366.75 58.49% -47,892,813.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 0.85 -27.06% 0.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 0.85 -27.06% 0.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9% 16.41% -5.92% 19.7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804,426,535.29 817,681,142.52 -1.62% 615,077,50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4,540,315.19 481,251,785.52 11.07% 408,255,4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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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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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28,882.41 165,139,520.28 117,423,797.71 148,625,06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03,004.31 20,885,041.27 12,608,256.77 21,998,22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40,717.49 18,331,916.97 11,033,381.13 19,212,90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20,932.10 35,894,293.58 -3,999,956.91 -598,4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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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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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祖斌 
境内自然

人 
42.38% 36,567,000 36,567,000   

李明磊 
境内自然

人 
17.82% 36,567,000 36,567,000   

北京共同创

新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38% 5,501,200 5,501,200   

安徽利昶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34% 5,467,200 5,467,200   

浙江华海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95% 4,270,700 4,270,700   

宜昌悦和股

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湖北兴发

高投新材料

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3.96% 3,417,000 3,417,000   

深圳市创新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7% 2,562,700 2,56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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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红土创

新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3% 2,528,500 2,528,500   

湖北高金生

物科技创业

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8% 2,050,200 2,050,200   

石家庄红土

冀深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1.98% 1,708,500 1,708,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系祖斌、陈文静，二人为夫妻关系。陈文静作为北京共同创新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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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湖北地区，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非常严重，2020年1月底至2020年3月10日基本处于

停工状态，公司一方面积极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并投入防疫抗疫各项工作，同时扎实推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工作。虽然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下滑，但随着国内疫情逐渐控制，加之公司已深耕甾体药物行业十多

年，通过持续研发和技术积累，在生物发酵、酶转化、绿色化学合成生产技术上取得了行业领先的成果，已发展成为国内甾

体药物起始物料及中间体领域的领军企业；并依托起始物料产品的优势，形成了皮质激素、性激素、孕激素系列中间体相对

完整的产业链，是国内甾体药物中间体的重要研发和生产基地，成为行业不可或缺的企业。2020年下半年公司的生产经营已

逐步恢复正常。 

     持续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全力保障恢复正常生产经营。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6,811.73 万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28.85万元，同比下降27%。报告期内，公司主动应对市场及客户需求，对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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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产品研发持续投入，依托起始物料产品的优势，凭借在酶转化和绿色化学合成方面的领先技术水平，不断丰富中间体产品

的种类，主动从起始物料向下游附加值较高的中间体产品进行产品结构调整，雄烯二酮、双降醇等起始物料销售占比降低，

报告期销售占比27.56%，下降12.35个百分点，同时向下游延伸的中间体产品销售占比扩大，报告期销售占比71.11%，增加

11.03个百分点。因此，总体销售收入增长平稳。报告期，收入同比增长基本持平，与净利润变动幅度差异，主要是产品综

合毛利率有所下降，受原材料植物甾醇价格波动和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2021年一季度已恢复正常水平。 

     积极投入防疫抗疫各项工作。一是公司部分产品是治疗使用药物甲基泼尼松龙等糖皮质激素生产的关键原料，而糖皮

质激素被纳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推荐药品，推荐使用糖皮质激素对重症、危重症病例进行治

疗；二是积极响生产防疫战略物资，取得临时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积极组织相关消毒产品的生产，公司已被襄阳、

十堰当地政府推荐为政府公共区域消毒产品供应企业。报告期自疫情爆发以来公司已累计生产110吨75%乙醇消毒液，61.98

吨84消毒液，为当地防疫抗疫作出贡献 ；三是积极捐赠资金和物质，支持当地防疫抗疫。公司及子公司共同生物均被纳入

第一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全国性名单。 

     顺利推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工作。2020年4月30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上市申报材料取得受理函并

预披露；6月30日申报材料平移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取得受理函；10月20日，首发申请获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2020年第34次

审议会议通过；2021年1月27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北共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52 号）。截至目前，公司已成功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900万股，每股面

值 1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8.24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3,896万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4,477.79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418.21万元，公司股票已于2021年4月9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交易。 

     与华海药业成立合资公司，朝附加值高的下游产品延伸。华海共同是公司和华海药业基于双方发展战略对甾体药物行

业发展前景看好以及双方优势互补情形下选择投资入股成立的合资企业，拟开展的主营业务系高端甾体药物原料药的研发、

生产、销售，拟规划建设的产品为黄体酮、睾酮、雌激素系列共370吨的高端原料药，项目建设期预计24个月，项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在甾体行业产业链的布局。 

     持续进行研发投入，打造甾体药物行业起始物料、中间体及原料药的一体化产业布局。经过十余年潜心研发，公司已

建立出一套完整、自主的核心技术体系，核心技术覆盖生物发酵、酶转化、化学合成等产业链中必需的生产技术，报告期内

核心技术团队稳定，并保持持续稳定的研发投入，报告期研发投入占比为4.62%，技术人员占比9.34%。公司研发中心获得省

企校联合创新中心备案，子公司共同生物获得相关原料药产品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并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再认定。 

     加大安全环保生产投入，提升EHS管理水平。最近三年，公司不断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并已成立专门EHS管理部门，

持续对环境、健康和安全三个领域对公司内部进行升级管理，符合国家政策层面对生产经营中环保性和安全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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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a-羟基黄体

酮中间体 
68,418,933.01 12,812,343.34 18.73% -52.54% -64.89% -26.03% 

坎利酮 112,185,679.00 38,676,393.97 34.48% 96.92% 129.20%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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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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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新设主体湖北华海共同药业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设立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公司持股比例46%，纳入

合并范围的原因系公司为湖北华海共同药业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且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中占有多数表决权且有权决定被

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能够控制被投资单位，故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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