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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4                               证券简称：福安药业                          公告编号：2020-050 

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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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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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安药业 股票代码 3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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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沁 陶亚东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黄杨路 2 号 重庆市渝北区黄杨路 2 号 

电话 023-61213003 023-61213003 

电子信箱 tangqin@fapharm.com taoyadong@fapharm.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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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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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162,070,824.60 1,412,646,579.53 -1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2,326,860.83 152,814,206.19 -1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24,677,766.97 142,881,748.62 -12.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851,803.67 138,619,123.41 -74.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3 -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3 -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7% 4.05% -0.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679,507,797.21 4,735,968,547.74 1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66,625,381.88 3,988,845,254.01 1.9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7,9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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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天祥 境内自然人 24.00% 285,499,420 214,124,565 质押 191,340,800 

福安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6.76% 80,400,000 0   

重庆亚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7% 56,698,936 0 质押 45,000,000 

GRACEPEAK 

PTE LTD. 
境外法人 2.81% 33,395,753 0   

蒋晨 境内自然人 2.53% 30,062,100 30,062,100   

申万宏源证券

－民生银行－

申万宏源领航

200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5% 19,671,795 0   

烟台楚林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8% 14,018,568 0   

山东只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7% 13,950,000 0 质押 13,950,000 

烟台市楚锋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9% 11,820,667 0   

黄涛 境内自然人 0.93% 11,123,442 10,59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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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烟台楚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烟台市楚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均为烟台楚海投资有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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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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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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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成为世界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世

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利因素增加，化学制药行业同样在这一背景下面临机遇和挑战。 

报告期，公司董事会密切关注宏观环境变化，在符合防疫要求、安全有序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公司复工复产，努力围绕公

司发展战略和年度工作计划开展各项工作。总体来看，上半年公司在充分保证员工生命健康安全、做好防疫抗疫工作的同时，

最大程度上降低了疫情给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司总体经营情况保持了稳定。 

1、经营业绩总体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6,207.08万元，同比下降17.74%。实现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3,232.69万元，同

比下降13.41%。 

报告期，公司业绩下滑主要原因为：（1）受疫情影响，初期人员返工、物流受阻，复工复产时间较往年延迟，部分疫情

重点区域公司未能按时开工，产品生产、销售因疫情而受到不利影响，原料药销售收入减少，后期疫情在全球范围爆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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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出口业务亦造成一定影响；（2）随着医保目录调整，公司部分药品退出国家医保目录或部分省级医保目录，该部分产品

本期销量同比减少。 

公司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复工复产工作，尽最大努力减少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同时也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通过捐赠物资方式支援抗击疫情。并且公司近年新获批产品随着市场推广和开发，市场逐渐形成，销量开始增加，

优化公司产品结构的同时，有效的缓解了医保目录调整对公司销售的影响。上半年，公司参股的富民银行经营业绩增长，对

公司总体经营业绩的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持。 

2、完善渠道，提升市场开拓能力 

报告期，在医保控费、招标降价等行业政策的大趋势下，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公司以积极的态度响应市场变

化，加强销售队伍管理，提高市场开拓能力，不断完善销售渠道。 

报告期，公司以33.62万元收购江西顺劲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旨在整合区域资源，建立区域优势，完善终端渠道，

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销售业务合规和规模提高。 

3、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加大安全环保工作力度 

报告期，公司继续高度重视安全环保工作，把安全环保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公司以国家安全环保

法规为基准，加大投入，完善设施设备，加强安全管理，落实责任，在工程建设项目、车间生产、环境管理等各个环节坚决

杜绝重大事故的发生。 

4、推进研发和并购项目取得进展 

报告期，公司积极推动美国投资项目进展，完成对Red Realty LLC的收购。公司已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并在承诺

期内完成向标的公司增资4,000万美元。同时，为加强管理，向标的公司委派了董事和管理人员，下一步，公司将积极促进

其医用大麻工程项目建设按时完成，尽早投入运营并产生效益，完成本年度利润指标。 

报告期，为持续应对药品审评政策的变化，赢得未来市场先机，公司积极推进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其中昂丹司琼片、

注射用氨曲南一致性评价获得受理，已获受理的产品积极开展准备工作，争取早日获得通过，推动其他在注册研发项目管理，

力争取得积极进展，为后续发展储备产品。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按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

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

月1日起施行。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按新收入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2019年可比数。根据公司业务情况，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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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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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新增江西顺劲医药有限公司、FUAN TIANHENG(USA) LLC、RED REALTY LLC，具

体情况如下： 

江西顺劲医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完成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公司按照2019年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价值

336,221.07元，收购其100%股权，收购完成后，江西顺劲医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控制子公司，该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60824MA35U0764G，住所为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城南工业区洋峰路，主要从事医药及医疗器材、营养和保健品批发、

零售；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批发和零售；商务咨询服务；国际贸易代理。 

FUAN TIANHENG(USA) LLC系天衡制药于2019年12月在美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设立目的主要为推进与RED 

REALTY LLC《股权购买和增资协议》的实施，同时进一步开拓国际业务。该公司于2020年3月开始建账，从建账之日起纳

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RED REALTY LLC系公司按照与RED REALTY LLC《股权购买和增资协议》及股东特别决议及经营协议，公司2020年1

月，FUAN TIANHENG(USA) LLC已向RED REALTY LLC委派了两名董事，并获得RED REALTY LLC 51%股份表决权。截

至2020年6月30日，FUAN TIANHENG(USA) LLC完成了交易对手方SHI YUAN ZHU的交易对价3,300万美元的支付，累计增

资200万美元，并且根据协议约定于在2020年7月31日前完成了所有并购和增资款7,300万美元。由于截至2020年6月30日，已

经取得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因此于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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