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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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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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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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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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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次拟向全体股东分配方案为：以 2020 年末公司总股本 63,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 2.7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7,010 万元。本次现金分红金额占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35.9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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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中药业 600750 东风药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永静 丁圆圆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道788号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道788号 

电话 0791-88169323 0791-88169323 

电子信箱 jzyy@crjz.com jzyy@crjz.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药品和大健康产品的生产、研发与销售，在证监会行业分类中属于医药制造业。 

1、非处方药  

主要产品有公司本部的健胃消食片、乳酸菌素片、复方草珊瑚含片等，控股子公司桑海制药

和济生制药的多维元素片、牛黄蛇胆川贝液、风寒感冒颗粒、复方鲜竹沥液、复方瓜子金颗粒、

强力枇杷露、氨咖黄敏口服溶液等。 

2、处方药 



主要产品有公司本部的蚓激酶肠溶胶囊、痔康片、舒胸颗粒等，控股子公司桑海制药和济生

制药的八珍益母胶囊、肾宝胶囊、珍菊降压片、排石颗粒、黄芪生脉饮、双橘颗粒、川贝枇杷胶

囊等。 

3、大健康产品及其他 

主要包括初元和参灵草。初元主要为营养饮品，其中初元复合肽营养饮品主要成分是肽，是

由不同小分子活性蛋白搭配研制的产品；参灵草主要成分为西洋参、灵芝、冬虫夏草（或虫草菌

粉）；还包括胖大海菊花乌梅桔红糖（原名：亮嗓）、古优氨基葡萄糖钙片以及 2020 年新上市的江

中利活益生菌和锐洁消毒湿巾等。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由采购部统一集中向国内外厂商或经销商采购原材料，根据各生产基地的需求量、结合原材

料采购策略、采购周期下达采购订单。采购方式一般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

价采购、单一来源采购等五种方式。中药材按照“道地要求”采取固定区域采购，关键药材采用

策略采购模式；大宗原辅材料、包装材料一般以招投标的方式进行采购，保证原辅料和包装材料

采购合规、高效。 

2、生产模式 

以质量、安全、环保为核心，高效制造。大力推行安全生产、节能环保、均衡生产、高效生

产、精益制造及智能制造。公司生产安排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实际安全库存需要制定年度、

月度、日生产计划。公司大力推进 EHSQ 管理体系及卓越运营体系建设，以 EHSQ、 GMP、 ISO、 

HACCP 等管理体系为基础，搭建起公司产品生产、质量管控、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管理模式，在原

料采购、人员配置、设备管理、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包装运输等方面，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

对原料、辅料、包装材料、中间产品及成品进行全程检测及监控，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3、销售模式 

公司非处方药销售终端主要为药店和基层医疗终端；处方药销售终端主要为二级医院、诊所、

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以代理销售为主；大健康产品的销售终端主要为大型商场、超市及卖场。

非处方药、大健康产品销售主要采取经、分销商覆盖为主、大型连锁药店及大型商超直营等为辅

的方式，公司主要负责产品的广告及宣传投入，并参与终端推广及经、分销商维护等。为把握电

商渠道发展机遇，公司加大电商销售渠道布局，目前主要布局于天猫、京东、拼多多、小药药、

壹药网、药师帮、叮当快药、平安好医生、康爱多、健客、泉源堂等平台，销售模式为 B2B、B2C

模式。 

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7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0.10 亿元，增

幅 2.19%。详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三）行业发展现状 

经 2009-2011 三年医改、2012-2015 的“十二五”医改，“十三五”规划首次将“健康中国”纳入国

家战略，围绕“医疗”、“医保”、“医药”三条主线，“三医联动”改革持续深化，全民医保体系、带量

采购制度、基本药物制度等基本建立并不断完善，医药行业进入透明、高标准、严监管、创新升

级的发展新阶段。近几年，医药行业总体增速趋缓、药品价格趋低、行业淘汰加速、市场集中度

提高，品种同质化竞争加快，院内市场面临多重挑战。 

回顾“十三五”期间，国家医疗事业迎来全面深化改革：医疗机构方面，国家医保局、卫健委

等部门相继成立；医改方面，以“三医联动”为核心的模式不断深入，从供给端（医药）、支付端（医

保）以及使用端（医疗）进行联动式改革；重大政策方面，“十三五”期间已相继出台《“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药品管理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不断

完善医改总体框架。随着 2020 年 10 月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中央就“十四五”期间国家整体发

展目标和重点方向进行了规划。在医疗改革方面，中央将继续把“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为未

来的重要任务，对医疗卫生事业、医药卫生改革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

公益属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快建设分级诊疗

体系，加强公立医院建设和管理考核，推进国家组织药品和耗材集中采购使用改革。这一系列的



政策和举措，为医药行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传统医药行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根据wind统计：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24,857.30亿元，同比增长 4.5%

（2019 年为同比增长 7.4%）；实现利润总额 3,506.70 亿元，同比增长 12.8%（2019 年为同比增长

5.9%）。 

（四）周期性特点 

长期来看，医药行业周期性特征并不突出，但具体的药品品种受适应症的高发季节或疫情等

特殊情况的影响，相应的药物市场存在一定的季节性特征。 

（五）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拥有“江中”、“初元”两个驰名商标和“杨济生”、“桑海”两个江西省著名商标。据世

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发布的 2020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江中”品牌

价值 265.15 亿元，较去年增值 27.79 亿元，位于医药行业第 6 位。 

2020 年江中牌健胃消食片、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儿童装）、江中利活牌乳酸菌素片荣膺 2020

“健康中国·品牌榜”上榜品牌，获颁行业最高荣誉“西普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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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4,923,573,835.05 4,759,193,757.25 3.45 3,816,971,960.48 

营业收入 2,441,451,789.23 2,449,404,442.61 -0.32 1,755,229,02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73,739,388.42 463,596,527.40 2.19 470,248,22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44,526,688.21 432,607,210.22 2.76 456,151,76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876,867,968.11 3,560,628,579.69 8.88 3,253,296,386.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52,501,253.68 641,177,784.05 17.36 486,245,960.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5 0.74 1.35 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5 0.74 1.35 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74 13.63 

减少0.89个

百分点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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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279,630.39 633,181,980.05 576,696,483.00 706,293,695.7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131,424,924.09 138,577,566.40 128,037,877.09 75,699,020.84 



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26,654,239.51 139,716,388.61 115,227,803.52 62,928,256.5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5,522,193.97 535,022,911.28 23,957,596.14 37,998,552.2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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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72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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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华润江中制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45,178,581 271,071,486 43.03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2,648,520 15,891,120 2.52 0 无 0 

国有

法人 

刘少鸾 2,644,775 4,821,025 0.77 0 无 0 未知 

招商财富资管－招商

银行－招商财富－致

远 2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3,929,680 3,929,680 0.62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136,455 3,193,180 0.51 0 无 0 未知 

孙巍 3,000,020 3,000,020 0.48 0 无 0 未知 

洪允兰 1,229,355 2,875,858 0.46 0 无 0 未知 

上海金安国纪实业有

限公司 
2,182,059 2,182,059 0.35 0 无 0 未知 

罗军 370,000 2,180,000 0.35 0 无 0 未知 

付香桂 388,000 2,170,000 0.34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控股股东华润江中与上述其他九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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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医药行业砥砺奋进的一年。

在力度空前的医药政策改革下，诸多重大政策进入落地实施阶段。基药及医保目录调整、医联体

建设稳步推进、“带量采购”持续扩大、医保支付方式继续改进等系列举措，让行业进入透明、

高标准、严监管、创新升级的发展新阶段。同时，医药零售的“互联网+”、O2O 等新模式，中医

药在疫情防治中的重要角色，也给行业未来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2020年，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给华润八十周年回信指示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江西以及江中药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以中药产业为核

心，围绕打造“中医药创新的引领者”和“家中常备药的践行者”的目标，以谋划推进十四五战

略规划为契机，苦练内功夯实基础，谋篇布局探索新业务。面对新冠疫情影响和复杂严峻的宏观

形势，公司一手抓防疫一手抓业务发展，在产品上完成快速布局及新品上市，在品牌上与销售融

合一体创新传播，在渠道上加大拓展电商及便利店等新渠道，最大限度降低疫情的不利影响，推

动经营稳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41 亿元，同比下降 0.32%；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 4.7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0.10亿元，增幅 2.19%。 

（一）坚定品牌驱动战略，深挖内生增长机会 

1.非处方药类业务：夯实胃肠品类，构建“江中”、“利活”双品牌布局 

夯实胃肠品类：战略聚焦“单焦点，双品牌”，打造胃肠用药专家与领导者；一方面，以健

胃消食片为代表性品项的江中品牌聚焦“胃”领域，定位“日常助消化用药”；以乳酸菌素片为

代表性品项的利活品牌瞄准“肠”，定位“肠道日常调理用药”。报告期内，公司以激发品牌潜

能为核心，通过构建电视+网络+户外等多媒体传播矩阵，强化渠道管控、健全渠道秩序、撬动远

程终端资源，两大拳头产品“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和“利活”乳酸菌素片双双逆势增长，在维持

10亿大单品健胃消食片基础上，乳酸菌素片突破 3.5亿元，成为行业亮眼的黄金单品，胃肠市场

领导地位得到夯实和巩固，并推出健儿清解液等系列新品。同时，持续整合桑海制药和济生制药，

承接品类延伸、精耕基层市场、聚焦潜力单品，品牌化经营普药。报告期内，本板块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18.62亿元，同比增长 0.59%。 

2.处方药业务：强化学术赋能，深耕基层降影响 

主要包括公司原有的江中牌蚓激酶肠溶胶囊等及桑海制药、济生制药的处方药，覆盖心脑血

管、妇科、肠道、呼吸等领域。江中牌蚓激酶肠溶胶囊正积极推进临床再评价研究，进行新功效

探索。报告期内，在受疫情影响期间，由于终端推广工作受阻，公司积极转变推广思路，创新营

销方式，开展云平台医生培训及患者教育等服务以冲抵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受疫情反复致使

部分诊所关停、医院门诊受限等影响，本版块业务仍出现明显下滑。报告期内，本板块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3.86亿元，同比下降 10.13%。 

3、大健康产品及其他：优化产品品类，加大线上布局 

主要包括初元系列产品、参灵草系列产品等。报告期内，公司推出江中“利活”益生菌、“锐

洁”消毒湿巾、“初元”复合肽等一系列新产品，丰富了产品品类，赢得市场认同。其中，江中

“利活”益生菌定位为“更适合国人肠道的益生菌”，借助利活牌乳酸菌素片在药品领域的品类

品牌效应，将江中胃肠的认知优势延伸到食品领域，进入食品益生菌市场。同时，针对年轻人群

消费习惯发展趋势，加大线上业务布局，在天猫、京东、拼多多开设自营旗舰店，强化消费者互



动，深耕自营流量池，线上业务实现较好增长。报告期内，本板块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1.87亿元，

同比增长 14.45%。 

（二）坚持高质量发展，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1.搭建创新研发平台，加快产品转化步伐 

公司始终以“让人类充分享受健康的快乐”为使命，致力于成为“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引领

者”和“家中常备药的践行者”。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入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等平台优势，集聚高精尖人才，促进产

品转化。公司“高品质中医药健康产品参灵草口服液关键技术构建”项目获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新获批 1项省级重大科技研发专项（中药大品种绿色智能制造关键技术研究）、1个市

级科技重大项目（复方草珊瑚含片二次开发研究）；新增 1个省级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1个南

昌市博士科研创新中心；继续开展中医经典名方、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开发。 

知识产权及商标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新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1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4项，

国际发明专利授权 4项，新增注册商标 92项。 

2.持续推进智能制造，践行“制造文明” 

公司秉承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经营理念，强化 EHSQ 体系管理，大力推进智能制造、生态

环保，积极践行制造文明。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出厂合格率 100%；公司荣获“2020 年江西省智能

制造标杆企业”、“南昌市工业节能先进单位”，《基于物联网的能源管理关键技术及其在现代

化中药制造中的示范应用》项目荣获“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公司湾里制造基地获评“华

润集团六星级标杆工厂”。 

3.全面对接先进管理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管理基础 

公司全面对接华润集团的 6S战略管理、5C财务管理、卓越运营管理、EHSQ管理、信息管理、

法律管理、投资管理等优秀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组织管理水平，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管理基础。

2020年 6月初，公司启动了“蓄势赢战、百人计划”人才培养项目，为“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提

供人才保障。 

4.加快科创城项目建设，助力中医药强省战略 

经公司第八届第九次董事会批准，间接控股子公司江中济海投资 5.66亿元建设中医药科创城

现代化生产基地一期工程项目。中国（南昌）中医药科创城是江西中医药强省战略的重要载体和

抓手，公司加快科创城现代中药生产基地项目建设，不仅助力江西中医药强省战略,也推动子公司

桑海制药和济生制药在技术、装备等方面的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该项目已于 2020年 10月正式

开工建设，这是继江中药谷之后，公司打造的又一现代化中药生产基地，也将打造为江西省中药

制造业的一张新名片和华润集团、华润医药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现代样板。 

5.持续规范公司治理，重视投资者权益保护 

以符合监管、规范治理为基础，增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以有效沟通、重视回报为中心，夯

实投资者保护的基本盘；以聚焦主业、创新发展为核心，把稳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盘。报告期

内，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度信息披露评价获 A级（最高级）。 

（三）梳理“十四五”规划，明晰战略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 “十三五”经营达成情况，能力建设以及转型、创新、重大专题等，开

展公司“十三五”战略检讨和总结工作。同时，系统梳理各业务战略和职能配称战略，在管理团

队层面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清晰战略目标和方向，初步形成公司“十四五”战略规划。公司将

以契合战略、顺势而为、壮大规模为目标，探索公司从“小而美”升级为“大而强”的发展之路。 

（四）积极做好防疫抗疫，勇担医药企业使命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闻令而动，全线出击，较好地完成了防疫抗疫和复

工复产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为缓解江西省防护口罩紧缺的压力，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抢上

“口罩生产线”，助力口罩供应；另一方面，充分依托江中在中药固体制剂工艺研究、成型技术

的优势和能力，仅用不到 20天的时间，将本省纳入新冠诊疗方案的院内制剂“温肺化纤颗粒”实

现生产转化，为新冠患者及时送上了安全有效的中医药抗疫产品。疫情期间，公司持续关注国家



疫情，并以多种方式向疫区、社区、药店、学校等捐赠资金和抗疫药品，2020 年公司荣获江西省

抗疫贡献企业。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 2 家企业：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南昌桑海制

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桑海制药”）、江西南昌济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济生制

药”）共同投资设立江西江中济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中济海”）；2020 年 4 月 28 日，

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上海江中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中电商”）。 

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减少 1 家企业：江西江中本草药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一直未有实际业

务，为理顺产权关系，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运营效率，已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完成工商注销

程序。 

2020 年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有 7 家，其中 3 家全资子公司和 4 家控股子公司。3 家全资子

公司为宁夏朴卡、江中杞浓和江中电商；4 家控股子公司为江中医贸、济生制药、桑海制药和江

中济海。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卢小青 

2021 年 3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