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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药集团新诺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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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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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46,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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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诺威 股票代码 300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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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英 戴龙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张举路 62 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张举路 62 号 

传真 0311-85409463 0311-85409463 

电话 0311-67809843 0311-67809843 

电子信箱 duying@mail.ecspc.com 300765@mail.ecsp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的主营业务业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功能食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目前生产的功能食品主要为咖啡因类产品和保健食品类产品。 

公司咖啡因产品作为食品添加剂广泛应用于功能饮料中，具有提神醒脑、抗疲劳、暂时驱走睡意并恢复精力的作用，产



石药集团新诺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品主要销往美国、德国、爱尔兰、巴西、印度等地，是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红牛三大国际饮料公司的全球供应商。 

公司保健食品类产品主要为石药牌果维康维生素C含片，其作为营养素补充剂类保健食品，具有补充维生素C、增强机

体抵抗力等作用。维生素C具有提高白细胞杀菌抗病毒能力，增强人体抵抗力；抗氧化，消除体内自由基，促进胶原蛋白合

成；促进铁、钙吸收等多种作用。 

（2）公司所处行基本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功能食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

属行业为“C149其他食品制造”，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C14

食品制造业”。 

功能食品主要是欧美、日本对能够改善身体健康状况或减少患病的食品的一种称谓，国内更多的是对保健食品的定义，

它们的本质相同，均属于食品，但适用人群范围和摄取量有微小的差异。功能食品是普通人可以日常适量摄取的食品，而保

健食品更倾向于特殊人群定量摄取的食品，前者包含后者。 

我国功能食品一般是指具有营养功能、感觉功能和调节生理活动功能的食品，包含增强人体体质的食品、防止疾病的食

品、恢复健康的食品、调节身体节律的食品、延缓衰老的食品等。 

功能食品的产品可以按照消费群体和食物形态两种不同方式进行分类，按照消费群体方式可以分为营养功能性食品（保

健食品）、专用功能性食品（如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防病功能性食品等；按照食物形态方式可以分为功能饮料类和功

能食品类。 

中国保健食品行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过起步、成长、竞争发展、信任危机、盘整复兴等阶段，目前正处于高

速增长的阶段。相比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中国保健食品行业起步时间较晚，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发达国家的保健食品行业已经进入成熟稳定阶段，中国保健食品的行业增长率依然保持较高水平，可提升空间较大。 

与美国、澳洲等国外成熟市场不同，我国整体保健食品市场格局仍稍显松散，缺乏具有绝对统治力的龙头企业。国内尚

缺乏具有全国知名度的保健食品品牌，但国际品牌的大量涌入必将倒逼保健品产业改革，未来行业朝向合规、集中方向发展

趋势不可逆转，以传统中医药学为基础也将成为中国保健食品的独特优势。 

在快节奏和高强度的现代社会中，亚健康状态人群扩大，具有补充营养素、有助于增强免疫力等功效的保健食品已逐渐

在我国推广开来，尤其在白领阶层和年轻人群中备受认可，随着全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以及疫情的影响，人们更加注重通过食

用保健食品、营养品，改善消费习惯等方式来提升身体健康水平，保健食品行业的发展将持续受益于居民自我保健意识的提

升。 

食品饮料行业受到的监管日趋严格，进一步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对企业生产质量控制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能

量饮料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消费群体不断拓展。主力消费群体已从工作时间较长的司机、蓝领工人、

快递员、医护工作者等逐步扩大至白领、学生等更多的消费群体，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化。依托功能饮料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食品添加剂产品受益于功能饮料行业中。功能性饮料的种类增多、规模扩大，相关的添加物和营养成分亦更加丰富多样，特

别是伴随着消费者对于健康化的诉求提升，维生素、矿物质、咖啡因、植物提取物、不含防腐剂等产品迅速流行。依托着功

能饮料的需求逐年上升，以及国内市场环境变化及消费者进一步了解具体功效，相关功能添加剂在下游市场的应用逐步增加，

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加强模式。功能饮品的需求的持续走高必将拉动功能饮料添加剂需求的提升。 

（3）行业竞争格局 

近几年，我国政府大力支持保健食品行业的发展，出台多项产业政策促进行业发展，为保健食品行业创造了宽松的政策

环境。整体来看，保健食品行业竞争较为充分，市场化程度高，参与企业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较低，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 

咖啡因产品不仅可作为食品添加剂广泛应用于功能饮料中，还具有药用用途，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受国家管制，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咖啡因产品实行定点生产制度，因此咖啡因的行业竞争程度相对较低。在全球范围内，我国、印度和德国

是全球咖啡因主要的供应地，其中，我国为咖啡因的最主要生产国，基本上由几家具备咖啡因定点生产资格的企业进行生产。

公司是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化学合成咖啡因生产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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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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225,776,209.68 2,954,902,756.59 9.17% 2,852,373,12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52,078,874.74 2,678,111,938.23 10.23% 2,406,399,708.4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431,987,664.46 1,317,414,122.08 8.70% 1,256,502,35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7,071,430.99 299,835,756.44 5.75% 273,197,12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8,498,249.98 263,188,500.07 13.42% 238,465,71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592,336.20 349,071,664.26 -51.13% 315,384,186.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1 0.549 5.83% 0.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1 0.549 5.83% 0.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9% 11.82% -0.53% 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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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139,832.90 350,292,951.70 341,185,765.18 383,369,11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862,300.22 79,608,078.76 80,978,666.20 72,622,38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725,407.02 77,356,128.24 77,752,688.84 65,664,025.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579,724.40 42,623,899.19 78,787,918.46 600,7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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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9,86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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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石药集团恩必 境内非国有 74.02% 404,135,550 404,13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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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药业有限公

司 

法人 

石药集团欧意

药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8% 5,364,450 5,364,450   

冯文渊 境内自然人 0.74% 4,023,431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3% 2,885,320 0   

中国工商银行

－华安安信消

费服务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2,750,515 0   

陈雯鸶 境内自然人 0.40% 2,169,555 0   

张伟 境内自然人 0.30% 1,664,15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建

信创新驱动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9% 1,562,565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逆向策

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19% 1,026,300 0   

吉林日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月恒一期 

其他 0.18% 990,9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与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前十大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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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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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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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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