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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8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2022-008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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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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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应制药 股票代码 00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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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晓亮 陈裕强 

办公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业园 B 区广东嘉应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业园 B 区广东嘉应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传真 0753-2321916 0753-2321916 

电话 0753-2321916 0753-2321916 

电子信箱 jyzy_gd@163.com jyzy_gd@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中成药制造企业，共拥有5种剂型共70个药品

品种，主要涉及骨科类、咽喉类、感冒类、清热类中成药。主导品种多为独家经营产品、国

家中药保护品种、国家专利保护品种、国家基本用药目录及医保目录品种，产品深受广大消

费者青睐，在全国市场有一定占有率和影响力，已初具品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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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主要产品情况： 

主要类别 主要产品 产品功能或用途 

咽喉类 双料喉风散、 

双料喉风含片 

清热解毒，消肿利咽。用于肺胃热毒炽盛所致咽喉肿痛，齿龈肿

痛。 

感冒类 重感灵片 解表清热，疏风止痛，用于表邪未解，郁里化热引起的重症感冒。 

银翘解毒颗粒 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风热感冒，症见发热头痛、咳嗽口干、

咽喉疼痛。 

橘红痰咳颗粒 理气祛痰，润肺止咳。用于感冒、咽喉炎引起的痰多咳嗽，气喘。 

连知解毒胶囊 清热解毒，泻肺解表。用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属外感风热证。 

骨科类 接骨七厘片、 

接骨七厘胶囊 

活血化瘀，接骨止痛。用于跌打损伤，续筋接骨，血瘀疼痛。 

风湿类 疏风活络片 疏风活络，散寒祛湿。用于风寒湿痹，四肢麻木，关节、腰背酸

痛等症。 

妇科类 调经活血片 调经活血，行气止痛。用于月经不调，行经腹痛。 

清热类 消炎利胆片 清热，祛湿，利胆。用于肝胆湿热所致的胁痛、口苦；急性胆囊

炎、胆管炎见上述证候者。 

金菊五花茶颗粒 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清肝明目。用于大肠湿热所致的泄泻、痔

血以及肝热目赤，风热咽痛，口舌溃烂。 

补益类 壮腰健肾丸 壮腰健肾，养血，祛风湿。用于肾亏腰痛，膝软无力，小便频数，

风湿骨痛,神经衰弱。 

固精参茸丸 补气补血，养心健肾。用于气虚血弱，精神不振，肾亏遗精，产

后体弱。 

桂附理中丸 补肾助阳，温中健脾。用于肾阳衰弱，脾胃虚寒，脘腹冷痛，呕

吐泄泻，四肢厥冷。 

肠胃类 胃痛片 芳香行气，和中止痛。用于胃酸过多，胃痛及脘闷，呕吐等属气

滞证者。 

吐泻肚痛胶囊 化气消滞，祛湿止泻。用于湿热积滞引起的肚痛泄泻，晕眩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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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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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807,337,692.89 808,439,808.13 -0.14% 855,938,23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4,483,310.78 683,006,041.06 0.22% 663,167,692.8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74,713,387.08 544,728,979.12 5.50% 500,504,00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7,269.72 19,838,348.25 -92.55% -122,184,47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2,064.41 19,991,758.09 -98.59% -123,997,257.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800,132.35 96,873,550.55 -46.53% 12,963,921.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9 0.0391 -92.58% -0.24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9 0.0391 -92.58% -0.24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2% 2.95% -2.73% -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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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70,257.25 130,305,456.56 150,494,400.62 171,943,27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64,389.66 -3,578,590.75 308,765.66 -3,017,29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55,443.98 -3,594,549.09 -122,613.29 -3,756,217.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69,949.07 7,939,408.95 18,511,776.02 28,318,8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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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1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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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老虎汇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7% 57,200,000 0 

质押 57,200,000 

冻结 57,200,000 

陈少彬 境内自然人 10.01% 50,778,600 0   

刘理彪 境内自然人 5.03% 25,505,096 0   

林少贤 境内自然人 2.27% 11,500,192 0   

朱巧慧 境内自然人 1.01% 5,109,702 0   

黄锐伟 境内自然人 0.95% 4,8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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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新 境内自然人 0.90% 4,588,193 0   

中信里昂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62% 3,139,490 0   

林日志 境内自然人 0.59% 2,994,600 0   

唐海龙 境内自然人 0.43% 2,156,94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朱巧慧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500 股，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103,202 股，合计持有公司 5,109,702 股股份；黄锐伟通过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8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4,800,000 股；林日

志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8,300 股，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2,936,3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2,994,600 股股份；唐海龙通过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56,946 股，合计持有公司 2,156,946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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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过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已聘请本次定增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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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保荐机构，目前项目尚未完成尽职调查及方案论证工作，项目存在被调整或终止的可能。 

2、公司监事赖义财先生之子赖树彬先生于2021年3月19日至2021年8月3日期间，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该行为构成短线交易。（公告编号：2021-070；公告名称：《关于监事

直系亲属短线交易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站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3、本年度，公司经董事会审议，按子公司嘉应大健康对康慈医疗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

额，全额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2201.01万元。（公告编号：2022-003；公告名称：《关

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站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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