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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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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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实际有权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数为基

数分配利润。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在本预案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股权激励

授予股份、可转债转股等致使公司总股本或有权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此预案尚需提请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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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康药业 60366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俊珂 廖保宇 

办公地址 
西藏山南市泽当镇乃东路68号乃东县

商住楼第二幢一层 

西藏山南市泽当镇乃东路

68号乃东县商住楼第二幢

一层 

电话 0893-7830999、0571-81103508 
0893-7830999、

0571-81103508 

电子信箱 ir@lingkang.com.cn ir@lingkang.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情况说明 

经过“十三五”期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

新的大台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2021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8.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9.6%，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8.1%，全国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比上年实际增长 13.6%。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稳步

增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政府对民生事业的保障

力度逐渐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民生

福祉持续增进，推动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老龄人口增多，人口老龄

化程度加深。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止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全国人口为 14.12 亿人，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 7,205.39 万人，增长 5.38%。其中在年龄结构上：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人，与第六次普查相比增长 48.62%，占总人口的 18.70%；其中 65 岁及以

上人口为 1.90 亿人，与第六次普查相比增长 60.42%，占总人口的 13.50%。全国人口总数缓慢增

长，庞大的人口基数拉动了医药行业刚性需求的增长。据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2020 年全

国卫生总费用支出 72,306.4 亿元，同比 2019 年增长 9.82%；卫生总费用占 GDP 百分比与 2019 年

相比提升了 0.48 个百分点。同时中国在迈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与程度不断加快

和加深，老年人抵抗力弱、身体素质较低，各种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的患病率较高，医药消费显著

高于年轻人，占整体医药消费的半壁江山，老龄人口的增多且伴随居民消费升级势必带动药品和

医疗保健需求量的迅速增长，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药品消费市场。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21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87,092.1 亿元，比

上年增长 34.3%（按可比口径计算）。其中，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为 29,288.5 亿元，同比增长 20.1%；

利润总额为 6,271.4 亿元，同比增长 77.9%。医药行业发展稳中求进。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逐步科学化、规范化、精

细化；国家药品集采方面，经国家组织联采及各省地市联盟集采等广泛试点后，集中带量采购进

一步常态化、制度化；随着新《药品管理法》配套政策的陆续施行，医药领域监管在制度上不断

细化，规范程度进一步提升。 

1、医保和基药目录调整。2021 版医保目录调整方案已经发布，进一步提升基本用药使用占

比，完善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国谈品种双通道开启、网售处方药迎来了重大进展、门诊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加快。 



2、带量采购常态化。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

见》，标志着带量采购常态化已经形成一套规范化的指导体系。地方上，以省际联盟项目为主，各

省带量采购步伐明显加快，联盟影响持续深化。 

3、鼓励资源整合。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制度写进《药品管理法》，“十四五”为全

面落实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重要时期。支持专业化的合同生产组织(CMO)发展，药品生产企业

转型承接委托生产业务，鼓励产品批件转移，促进产品资源整合。 

4、药品监管升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

提高技术评审能力、提升标准管理能力、优化中药评审机制等十八项重点任务。药品监管部门以

《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为监管标准，进一步提升了药品监管工作科学化、法治化、国际化、

现代化水平。 

（二）公司的行业与市场地位 

公司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化学药品制剂行业的知名企业，在多个细分产品市场领

域处于龙头地位。公司产品品种丰富、结构合理，共拥有 114 个品种 202 个药品生产批准文件，

主导产品涵盖了肠外营养药、抗感染药、消化系统药等重要领域，公司在不断巩固前述重要领域

的同时，积极拓展高毛利新治疗领域，并取得了较大进展。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在研

项目涵盖了抗肿瘤用药、肝病用药、营养用药、心脑血管用药、消化系统用药等大病种领域，进

一步丰富产品管线。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化药处方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坚持市场化产品开发策略，产品品种丰富、

结构合理，多个核心产品市场地位突出，在细分产品市场领域处于龙头地位。公司主导产品涵盖

肠外营养药、抗感染药和消化系统药三大领域。公司在不断巩固前述主要品种的同时，积极拓展

高毛利新品种，并取得了较大进展。截至目前，公司共计取得了 114 个品种、共 202 个药品生产

批准文件，其中 55 个品种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13 个品种被列入国家基药目录。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区域经销商的销售模式，经销商负责公司产品在特定区域的销售，公司销售团

队则为经销商提供学术支持和销售指导，帮助其开发和维护市场，从而有效贯彻和执行公司的市

场策略。随着国家两票制政策的实施，公司经销商逐渐向各个区域规模大、资金实力强、网络覆

盖广的医药商业公司集中。目前公司构建了覆盖全国主要市场的营销网络，建立起遍布全国的销

售团队。在长期的市场营销和管理工作中，公司建立了完整有效的经销商选择和管理体系，有利



于充分利用经销商在不同区域、品种方面的销售实力，销售网络覆盖逾 6,500 家二级以上医院。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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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4,363,908.87 2,716,208,544.25 -7.43 1,913,435,675.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58,830,562.07 1,479,874,870.87 -1.42 1,313,831,562.64 

营业收入 740,327,524.39 1,001,002,362.94 -26.04 1,635,000,378.0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5,903,576.27 160,072,940.16 -58.83 201,592,462.7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9,254,178.60 67,044,428.99 -56.37 138,988,897.1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8,502,550.89 126,813,751.04 1.33 235,605,006.0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57 11.92 

减少7.35个百分

点 
14.8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22 -59.09 0.2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21 -57.14 0.2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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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965,712.41 203,961,796.32 176,044,813.85 86,355,20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106,454.53 33,675,750.06 10,102,189.45 -12,980,81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2,805,395.85 5,845,647.13 5,753,668.90 -15,150,533.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742,917.54 9,219,571.00 -50,385,545.56 134,925,607.9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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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68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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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500,000 339,652,800 47.09 
  

质押 168,004,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陶灵萍   48,157,200 6.68   质押 27,300,100 境内自然人 

王文南 -2,150,400 21,908,600 3.04   无   境内自然人 

金鹰基金－沈建军－金鹰优选

3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465,559 19,465,559 2.70 

  
无   其他 

华润元大基金－朱明良－华润

元大基金创盈 1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7,676,089 17,676,089 2.45 

  

无   其他 

陶小刚   16,128,840 2.24   质押 10,650,000 境内自然人 

国信证券－姜晓东－国信证券

鼎信掘金 108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14,260,000 14,260,000 1.98 

  

无   其他 

陶灵刚 -7,134,440 9,825,141 1.36   冻结 6,420,960 境内自然人 

杨忠义 6,610,000 6,610,000 0.92   无   境内自然人 

陶晓鹏 -323,356 6,568,244 0.91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公司已知陶灵萍、陶灵刚、陶小刚为兄妹关系，

陶灵萍持有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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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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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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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32.7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6.0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6,590.3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8.83%，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25.4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6.3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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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