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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9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2021-005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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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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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 2020 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库存股

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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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芝堂 股票代码 00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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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辰骁 黄可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朝阳体育中心东侧

路甲 518 号 A 座 
湖南省长沙市桐梓坡西路 339 号 

传真 010-84682100 0731-84499759 

电话 010-84683155 0731-84499762 

电子信箱 hancx@hnjzt.com dshbgs@hnjz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九芝堂前身“劳九芝堂药铺”起源于清顺治七年，即公元1650年。九芝堂创始人劳澄先生目睹民生艰难，怀着“悬壶济世，

利泽生民”的仁德之心，在古城长沙坡子街开无名小药店，并立下“吾药必吾先尝之”的店规，其后人继承家业，药铺生意日

益兴旺，将药店正式命名为“劳九芝堂药铺”。 

现代的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设立并于2000年在深交所上市。多年来，九芝堂始终秉承“九州共济、芝兰同芳”

的企业理念，以中药研发、生产和销售等业务为核心，逐步探索布局干细胞、中医医疗健康服务、药食同源系列产品等创新

业务。现已发展成为下辖20余家子公司，400多家连锁门店，员工总数4000余人，集科研、生产、销售、健康管理于一体的

现代大型医药企业。 

公司拥有“九芝堂”、“友搏”两个“中国驰名商标”。2006年9月，“九芝堂”被国家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2008年6月，

九芝堂传统中药文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九芝堂是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工

程学重点学科建设单位、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九芝堂连续多年入选中国最有价值品牌500强，始终

位列湖南省中华老字号企业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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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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9,540,963.73 3,183,694,789.58 11.81% 3,162,109,00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309,874.61 192,146,815.99 41.72% 336,479,56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0,004,429.28 153,577,965.77 62.79% 259,377,306.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9,555,035.41 851,290,910.78 -28.40% 425,861,442.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42 0.2281 42.13% 0.38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42 0.2281 42.13% 0.38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4% 4.70% 2.24% 7.5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5,071,508,340.80 4,904,747,670.66 3.40% 5,247,929,61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22,517,553.92 3,986,459,014.73 -1.60% 4,297,879,7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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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992,226.47 939,981,416.93 827,800,209.66 898,767,11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932,629.47 108,182,323.34 30,949,386.14 44,245,53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484,976.00 105,290,609.27 21,203,193.10 37,025,65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952,065.74 239,364,989.99 190,622,805.59 116,615,1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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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1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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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振国 境内自然人 39.02% 339,202,854 275,987,140 质押 268,940,000 

黑龙江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48% 169,348,4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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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8% 29,412,22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8% 6,824,249 0   

刘鹏俊 境内自然人 0.42% 3,628,732 0   

于建军 境内自然人 0.37% 3,229,285 0   

林振洪 境内自然人 0.26% 2,248,539 0   

顾荷娟 境内自然人 0.24% 2,089,412 0   

宏大兴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4% 2,078,437 0   

袁佩良 境内自然人 0.15% 1,3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李振国、黑龙江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

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一致行动人；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为公司回购账户，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是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刘鹏俊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77,132 股，通过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51,600

股；于建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5,700 股，通过联储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83,585 股；林振洪通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48,539

股；顾荷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86,309 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03,103 股；袁佩良通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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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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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台多项政策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加强中西医结合。在国内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展期间，中医药深度介

入了诊疗全过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药优势得到有效发挥。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健康意识的普遍提高，在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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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健康支出逐渐从疾病治疗向健康护理转变，社会医疗保障福利提升，疾病预防及早期干预成大趋势，政府“从有病治病，

到无病防病”的理念倡导也将引领国民健康消费走向更加成熟的阶段，具有“治未病”独特优势的中医药产业迎来了巨大的发

展机遇。尤其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特殊情况下，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为其产业化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医药行业进入新一轮变革，多项政策和法规密集出台，医保控费持续、基药及医保目

录调整、国家集采扩点扩围、多省开启带量采购、一致性评价启动、建立药品价格共享机制等系列措施的落地实施，让行业

进入透明、高标准、严监管、创新升级的发展新阶段。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公司主动应对挑战，以全面预算管理及目标考核管理为导向，紧扣行业发展方向，紧跟市场变化节

奏，全力落实各项重点工作任务。报告期内，公司夯实基础，苦练内功，持续培育传统业务核心优势。生产单位全面协同，

资源共享，实现质量效益的双向提升；销售单位顺应形势，探索创新，针对各重点经营品种的特点，开展渠道与终端的精细

化管理，打造文化营销经营模式，做大做强战略主品，重点聚焦战略新品，着力孵化特色新品新规，公司重点主营产品的销

量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大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6个产品品种实现销售收入过亿元，分别为疏血通注射液、六味地黄丸、驴胶补血颗粒、阿胶、安宫牛

黄丸、足光散，其中安宫牛黄丸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4%，疏血通注射液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54%；23个产品品种实现销售收

入过千万元，其中逍遥丸、归脾丸、杞菊地黄丸、知柏地黄丸、桂附地黄丸等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均增长20%以上。 

同时，公司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加强政策法规的研究解读，快速推动创新业务稳步发展。创新研发板块聚焦新药研发、

中药再评价及健康产品研发工作，持续提升创新动能；稳步进军再生医学领域，深入开展干细胞业务；健康服务板块积极探

索互联网医院业务发展模式；健康产品经营板块以研发为战略引领，初步拟定大健康产品规划，发展方向及发展定位，经营

模式逐步清晰。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5,954.10万元，同比增长11.8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7,230.99万元，同比增长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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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成药 2,609,135,994.49 1,915,983,337.68 73.43% 12.94% 11.36% -1.05% 

西成药 804,643,033.94 151,834,605.69 18.87% 11.92% 6.16%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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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营业总收入355,954.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81%，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战略品种及商业板块销售均有所增长

所致。 

2020年公司营业成本140,688.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94%，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230.9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72%，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疫情期间国家

社保费用减免等原因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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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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相关会计准则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详见：第十二节 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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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牡丹江九芝堂友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注销手续，该公司不再纳入公司会计报表合并范围，注销后对公

司业务发展和盈利能力不产生影响。 

2、报告期内，九芝堂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与陶连章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公司将其持有的青岛九芝

堂中医有限公司70%股权转让给陶连章。报告期内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该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3、报告期内，湛江九芝堂中医门诊有限公司已完成注销手续，该公司不再纳入公司会计报表合并范围，注销后对公司业务

发展和盈利能力不产生重大影响。 

4、报告期内,九芝堂医疗科技（青岛）有限公司已完成注销手续，该公司不再纳入公司会计报表合并范围，注销后对公司业

务发展和盈利能力不产生重大影响。 

 

 

 

 

法定代表人：李振国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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