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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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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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330,951,600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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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盛药业 股票代码

00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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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富君 李静

办公地址 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 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

电话

0435-6236009 0435-6236050

电子信箱

dfj1010@sina.com yishenglj@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介绍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公司制定的“扎根传统文化，依靠现代

科技，打造完整的人参产业链” 的发展战略，依托多年来对人参、西洋参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

果，在原有药品板块的基础上，逐步向人参产业上下游拓展，现已完成了由益盛汉参种植、益

盛药业、益盛汉参产业园、益盛汉参化妆品、益盛永泰蜂业、益盛彩印包装六大板块构成的产

业布局，形成了药品、健康食品、化妆品三大营销中心，公司也从单纯的制药企业成长为贯穿

人参产业链上、中、下游的企业集团。

益盛药业现有11种剂型获得国家药品GMP证书，117个品种，130个药品批准文号，6个品

种为独家生产品种，49个品种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17个品种列入《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多年来，通过与全国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紧密协作，公司从人参根到人参茎叶、

人参花、人参果，都开发出了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成为医药行业内首家实现人参全株开发的企

业。

益盛汉参种植于2005年首开国内非林地人参种植先河，现已种植非林地人参10000余亩，

全部通过有机认证。十几年来，通过大量的探索与实践，公司培育出“益盛汉参1号” 优良品

种，并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种植技术体系，从选地、育种、土壤改良、有机肥施用、光合作用调节、

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进行规范化种植，获得了11项国家发明专利，2项科技成果。益盛汉参

种植基地是我国第一家获得GAP认证的非林地人参种植基地， 被吉林省农业委员会认定为

“长白山人参” 品牌原料生产基地和良种繁育基地，益盛汉参牌人参及其制品被国家质检总

局认定为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益盛汉参产业园专注于传统人参制品、创新性人参制品的生产，采用了目前世界上先进

的生产技术设备，保障了优质原料到优质产品的技术转化。汉参产业园先后通过了GMP认证

和SC认证，年可处理水参1000吨，包括洗参、蒸参、烘干、去尾、尾参分离、日光晾晒；现可生产6

个剂型、107款产品，其中：中药饮片产品17个，健康食品85个，保健食品5个。

益盛汉参化妆品成立于2014年，作为益盛集团旗下的又一产业，依托自有的人参种植资

源优势及研发技术优势，开发出了以人参花、果、叶茎、根为核心成分的化妆品，并获得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局颁发的8项发明专利，填补了国内空白。目前，益盛汉参化妆品在国家商标局

注册了益盛汉参、奢莲、奢莲新漾、兰宜尔、菲露爱尔、海诗蒂娜、美拉可、益参妮奥等商标。在

已上市500余款产品中，包括洁面、美白、抗皱、祛痘、除螨、彩妆、身体护理、皮肤基础护理、塑

身等产品，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拓宽了公司人参产业链条。

2、主要产品及用途

（1）药品板块

振源胶囊是国家医保乙类品种，原国家二级中药保护品种，主要成分为人参果总皂苷，功

能主治：益气通脉，宁心安神，生津止渴。用于胸痹、心悸、不寐，消渴气虚证，症见胸痛胸闷，心

悸不安，失眠健忘，口渴多饮，气短乏力；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神经衰弱，Ⅱ型糖尿病见

上述证候者。多年来，公司通过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中

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等多家国家三甲医院的合作，振源胶囊在治疗冠心病、调节糖脂代

谢及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临床和基础研究，共发表论文121篇，SCI收录9

篇，RCT临床试验论文73篇。振源胶囊与同类产品相比,在治疗冠心病的同时,具有调节糖脂代

谢(双病同治)、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双心同治)的优势,为冠心病合并糖脂代谢、焦虑抑

郁状态的人群提供了一个双病同治、疗效可靠的中药制剂。振源胶囊被《心理应激导致稳定性

冠心病患者心肌缺血的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列为首选中成药；被《心血管疾病合并失眠诊

疗中国专家共识》列为推荐用药，为益气宁心安神类的首选中成药；被《抑郁症中西医结合诊

疗专家共识》列为推荐用药。

心悦胶囊是国家医保乙类品种，原国家二级中药保护品种，主要成分为西洋参茎叶总皂

苷，功能主治：益气养心，和血。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属于气阴两虚证者。心悦胶囊是公司联合中

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白求恩医科大学等共同研制开发的国家二类新药。心悦胶囊上市以

来，与陈可冀院士、周文泉教授、史大卓教授等专家合作，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等方面进行系

列临床和药理作用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6篇，SCI收录21篇，RCT临床试验论文42篇，先后获

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6项奖项,拥有发明

专利1项。多年来的临床和药理研究表明，心悦胶囊可降低介入术后稳定型冠心病患者再发心

血管事件风险，与活血药物联合应用可改善急性心肌梗死(AMI)血运重建后患者心肌组织灌

注，与双抗联合应用可增强抗血栓作用而不增加出血风险。

消痔灵注射液功能主治：收敛、止血。用于内痔出血，各期内痔，静脉曲张性混合痔。其特

点为：不损伤肛管，保护和固定肛垫。消痔灵注射液采用四步注射疗法，该疗法是史兆岐教授

在20世纪七十年代发明，中外闻名，开创了非手术治疗痔疮等肛肠疾病的先河，适用于各期痔

病，尤其治疗三期、四期内痔效果显著，经过多年的传承，现在也可用于止血及直肠脱垂疾病

的治疗。

红参饮片功能主治：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益气摄血。用于体虚欲脱，肢冷脉微，气不摄血，

崩漏下血。

西洋参饮片功能主治：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用于气虚阴亏，虚热烦倦，咳喘痰血，内热消

渴，口燥咽干。

（2）健康食品板块

红参麦冬膏属保健食品，主要成分为红参和麦冬，具有增强免疫力、抗疲劳的作用。

红参精提植物饮品属食品类，配料包括红参、菊粉、桑葚、黄精、枳椇子、甘草、马齿苋、柠

檬酸、柠檬酸钠等。

爱润属食品类，配料包括红参、石榴粉、枸杞子、桑椹、桃仁、茯苓、大豆、白扁豆、玫瑰花、

阿胶、烟酸、维生素B6等。

大阳英雄属食品类，配料包括红参、狗鞭、益智仁、脱水大蒜、枸杞子、覆盆子、茯苓、玛咖

粉、刺梨提取物等。

（3）化妆品板块

益参妮奥系列化妆品是以全株人参为原材料开发的系列产品，主要包括：益参妮奥红参

滋盈系列、参花雪肤系列、松萝秀润系列、参果滋养系列、鱼籽滋盈系列和黄金复原系列。

奢莲系列化妆品旗下产品主要包括：奢莲奢华水凝系列、奢莲奢华御龄系列、奢莲新漾雪

颜系列、奢莲新漾修红系列、奢莲新漾新生系列、奢莲新漾水缘系列。

3、经营模式

随着公司产品线的日益丰富，公司针对不同产品根据其不同的消费群体和消费场景建立

了不同的销售渠道。药品方面，公司采用事业部的方式进行管理，针对主要品种现分为：振源

事业部、心悦事业部、消痔灵事业部和中药饮片事业部，销售主要依托公司多年来建立的自有

的营销团队，通过学术推广的方式拓展业务，同时积极开拓OTC市场，通过开设“店中店” 的

方式加大宣传推广，促进销售提升；健康食品和化妆品方面，目前主要通过特许加盟美容院的

渠道进行销售，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开拓线上线下渠道，努力实现线上和线下的融合。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12年10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证监会

公告【2012】31号），公司的行业属性属于“C27医药制造业” 。

1、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阶段

医药行业的发展受到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影响， 与人民生活质量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基

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意识不断提升以及国家对医药健

康产业的重视和支持，我国医药行业保持稳健的增长态势。其中中医药是我国重要的卫生资

源、优秀的文化资源、有潜力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

优势，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推进中医药继承创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及人民群众保健意识普遍增强，有预测表

明，到2030年中国健康产业产值将达到16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而中医药大健

康产业也将成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之一。

同时，近几年来国家先后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

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等一系列重磅文件，表明众多政策及规划均

向中医药倾斜，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

在第12部分“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章节中，也提出了“坚持中西医并重，大

力发展中医药事业” 。

2、公司所处行业的周期性特点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相结合，一、二、三产

业为一体的产业，需求刚性大，弹性小，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因而医药行业是典型的弱周

期性行业，具有防御性强的特征。医药行业作为需求刚性特征最为明显的行业之一，不存在明

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以人参、西洋参为主要原料的现代中药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经过多年的研究，公司从人参根、人参茎叶、人参花、人参果都开发出了国药准字号的产

品，是医药行业内首家实现人参全株开发的现代化制药企业，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华民族医药

百强品牌企业。基于对人参和西洋参多年的研究成果，公司扎实稳健地进行产业布局，不断推

动创新，现已从一个单纯的制药企业，发展为人参全产业链的运营商，对于消费者的价值，也

从单一的药品提供者，升级为综合健康方案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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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842,589,907.04 1,012,748,483.99 -16.80% 975,088,20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060,085.80 76,598,736.73 4.52% 69,079,28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5,746,181.53 63,736,372.05 3.15% 56,934,53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514,966.83 210,871,994.83 -3.49% 167,318,427.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419 0.2314 4.54% 0.2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419 0.2314 4.54% 0.2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8% 4.04% 0.04% 3.7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796,099,005.75 2,496,513,671.23 12.00% 2,553,101,17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95,717,937.63 1,932,205,431.83 3.29% 1,855,606,6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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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0,031.97 196,484,606.70 217,121,787.36 228,573,48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83,641.33 11,360,259.36 21,344,867.38 25,871,31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6,632,110.71 11,249,422.41 15,304,084.41 22,560,56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724,684.07 7,984,338.25 41,286,087.37 122,519,8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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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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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益胜 境内自然人

39.08% 129,348,530 97,011,397

刘建明 境内自然人

3.89% 12,871,403

赵伟 境内自然人

1.35% 4,460,400

薛晓民 境内自然人

0.67% 2,219,619 2,219,619

王斌 境内自然人

0.53% 1,766,522

韩高龙 境内自然人

0.51% 1,695,693

周丽华 境内自然人

0.39% 1,298,000

曾惜娟 境内自然人

0.37% 1,230,000

李铁军 境内自然人

0.37% 1,224,300

尹笠佥 境内自然人

0.36% 1,200,176

耿晓宁 境内自然人

0.36% 1,175,2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上述股东中张益胜、刘建明、薛晓民、王斌、李铁军、尹笠佥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2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

、赵伟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08,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652,4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460,400

股。

2

、韩高龙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17,298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78,395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695,693

股。

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2017年2月3日，中国证

监会网站发布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公司股东尚书媛、王玉胜、刘建明、王斌所持股份存在

代持的情形，以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存在被代持的情形，导致公司所披

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虚假记载，并对公司、张益胜、李铁军等21名责任人员予以了处罚。

为尽快解决因部分股东代持股份导致信息披露不真实的问题， 经公司反复咨询和论证，

制定的整改方案为：由代持股东在现行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采取减持代持股份的方式，尽

快还原股东的真实持股情况。其中尚书媛、王玉胜、王斌三位股东已不存在代持情形。

因在本报告披露的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刘建明所持股份仍存在代持

的情形，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将前10名股东的持股情况按照排序进行了

顺延，由前10名顺延披露至前11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制定的整改方案， 刘建明在减持代持股份过程中，将

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充分考虑减持对二级市场股价影响的情况下，采取最

佳的方式进行减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代持股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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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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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十三五” 的收官之年，也是全球客观环境复杂多变、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

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整个社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与此同时，医药行业持续结构升级的政策趋势没有因疫情而延缓或暂停，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不断深化，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效应进一步产生积极的结果，医药行业逐渐从高速发

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对公司而言，2020年是异常艰难、极具挑战的一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各级医疗机

构的诊疗服务及患者就医计划均受到影响，药品终端需求下降。同时，公司以线下特许加盟美

容院为主要销售模式的化妆品板块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面对严峻的形势，公司董事会和管

理层始终保持对宏观环境变化的持续关注及高度敏感，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紧密围

绕年初制定的发展目标，贯彻公司的战略部署，有序复工复产，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创

新和加强内部管理为重点，外抓市场，内抓管理，不断进行创新突破，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2,589,907.0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80%；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80,060,085.8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2%。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药品方面：公司始终坚持以学术推广为中心，依托现有产品线，不断整合内外部资源，优

化销售管理模式，强化销售团队专业化建设，持续推进营销体系优化升级。振源胶囊通过与

“中华双心在线” ；心悦胶囊通过与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中国心脏联盟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

专业委员会；消痔灵注射液通过与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肛肠分会等国家级学术交

流平台合作，努力推进重点品种形成专家共识、列入用药指南。为降低疫情对营销工作的影

响，公司通过线上和线下学术推广相结合、科室会、宣教会、培训会等方式，推广产品核心信息

及相关研究证据，参与人群范围广泛，有力促进了地区间学术交流和产品推广的有效开展。同

时，为进一步加强营销队伍的建设，提升团队凝聚力和执行力，公司开展全体营销人员培训会

9场， 各省级市场部组织培训529场。2020年公司启动了汉参红参片和汉参人参片医院开发项

目，现已进入全国各级医院90家；药店赋能一店中店项目开设了汉参直营店2家、加盟店21家，

让汉参产品和人参传统文化、现代科技文化，触达到了更多的消费者。

研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8个类别食品生产许可的认证工作，2个类别保健食品生

产许可的认证工作，完成了红参蓝莓汁茯苓风味饮品、红参维生素饮品、人参金银花藿香固体

饮料、人参金银花藿香饮品等18款新开发食品的研发与备案工作，获批2款保健食品，一种人

参果药材指纹图谱的建立方法及其标准图谱和一种消痔灵注射液的制备方法两项发明专利

均获批准。“振源胶囊治疗稳定性冠心病合并糖脂代谢异常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研究课题，完

成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并已发表了学术论文。在研发团队建设上，

扩充了人参文化讲师团，开展了80余场线上、线下专业知识培训，系统梳理了人参功效的研究

文献，从古典医籍中整理古方108个，为未来产品的研发和传播积累了大量素材。

健康食品方面：健康食品是公司全新的事业，是公司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

穿大健康价值链至关重要的一环。该板块中以人参食品为主，同时涵盖蜂制品及其他食品。受

销售渠道覆盖范围、消费者对人参文化的认知和了解程度、宏观经济形势及终端消费能力等

多重因素影响，健康食品的发展现状低于公司预期。面对这种情况，公司紧跟市场新趋势，变

思维、改行为，于2020年10月在杭州成立了益盛新零售（杭州）有限公司，在短短三个月的筹

备过程中，我们对新零售模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未来公司的健康食品有望通过新零售模式，

与广大消费者实现更加直接的链接。

化妆品方面：公司化妆品主要采用线下特许加盟美容院的销售模式，面对2020年上半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线下渠道受到了较大影响。面对种种不利因素，公司积极布局线上渠

道，在原有微信小程序“益盛汉参化妆品官方旗舰店” 的基础上，新建“奢莲官方云商城” 小

程序，其特点是为线下渠道服务，实现了线上购物、就近供货，线上下单、线下体验的消费场

景，创新了线上营销的新模式，迈出了线上、线下融合的第一步。报告期内，公司新开发普通类

化妆品39款，组织红参达人培训500余人，谷物和苦碟子发酵物的皮肤清洁产品及其制品及谷

物和不老草发酵物的皮肤清洁产品及其制备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菲露爱尔” 系列

产品被授予“长白山人参品牌产品”称号。

其他方面：公司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面对新冠疫情在做好企业疫情防控和生产经

营部署的同时，积极捐款捐物，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依法合规的完成了信息披露工

作，优化了网络搜索环境，完善了公司官方网站和公众号的建设和维护，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

了解企业，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渠道；积极开展优质道地药材生产基地申报工作，新增有机

认证种植基地445亩；公司及子公司汉参化妆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认证；化妆品人参精

深加工产业联合体项目已完成基础建设部分；永泰蜂业逐步向新零售模式迈进，开设了天猫

旗舰店并尝试通过直播、短视频进行品牌传播。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2019年度中华民族医药百强品牌企业、人参药品生产示范基地、吉林

省优秀民营企业、吉林省信用模范单位、通化市民营企业综合实力五十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优秀贡献企业等荣誉。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胶囊类产品

404,259,211.26 368,700,262.38 91.20% -13.33% -13.99% -0.70%

针剂类产品

199,306,209.09 118,895,986.93 59.65% -9.51% -15.56% -4.28%

化妆品

115,960,117.33 73,191,537.36 63.12% -37.88% -38.27% -0.3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

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 （2017年修订）》（财会

[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本集

团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

入准则，本集团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则的

规定，选择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影

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 （即2020年1月1日） 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集团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账款” 项目变更为 “合同负

债”项目列报。

本集团因销售商品而承担的运输费用，原计入“销售费用” ，在新收入准则下作为合同覆

约成本，计入营业成本。

A、对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35,266,177.56 5,430,608.19

合同负债

31,354,331.01 4,805,847.96

其他流动负债

3,911,846.55 624,760.23

B、对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的影响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20年12月31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2020年度合

并及公司利润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

对比情况如下：

a、对2020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46,694,401.35 6,874,073.59

合同负债

41,468,681.70 6,083,250.96

其他流动负债

5,225,719.65 790,822.63

b、对2020年度利润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20

年度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2020

年度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营业成本

10,736,354.10 5,094,907.44

销售费用

10,736,354.10 5,094,9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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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10月2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于2021年10月21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益盛新零售

（杭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0.00元。本公司对该子公司自设立日起能够实施控制，并

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

张益胜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21-007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

以当面送达、电话和邮件的方式于2021年4月2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2021年4月15日以现场

的会议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审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审议董事9人，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

议由董事长张益胜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该项议案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上述职。《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该项议案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总经理工作报

告》。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情况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2,589,

907.04元，同比下降16.8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060,085.80元，同比增长4.52%。

该项议案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0年

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57,719,351.86元。在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5,771,935.19元后，公司本

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为51,947,416.67元，加上年初留存的未分配利润634,529,034.45元，扣

除2020年派发的现金红利16,547,580.00元， 公司母公司2020年末未分配利润为669,928,871.12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以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

本330,951,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9,928,548.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独立董

事关于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该项议案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

表》。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独立董事关

于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八、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

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该项议案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十、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十二、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 《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为了建立更加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进一步增强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

透明度， 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独立董事就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该项议案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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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21年4月1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7日（星期五）下午14:30� 。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7日上午9:15

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

月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其中，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

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9日。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下午15:00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鉴证律师。

8、会议地点：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17-20号，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

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二）特别事项说明

1、上述议案中议案5、6、7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不包

含5%；不包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3、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2021年4月1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00

总议案：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

1.00

《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关于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00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股东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登记手续时，除须提交上述材料外，还须提交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

授权委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在2021年5月6日16：30前送达或传

真至证券部)，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1年5月6日上午8:30-11:00，下午14:00-16:30。

3、登记地点：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17-20号，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

四楼证券部。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

场办理出席手续。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丁富君、李静

电话：0435一6236050

传真：0435一6236009

联系地点：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17-20号，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四

楼证券部办公室。

邮编：134200

（二）会议费用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等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566” ，投票简称为“益盛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5月7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

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

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委托人）_________现持有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盛药

业” ）股份_________股。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吉林省集安

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对提交该次会议

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投票权，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委托人对受托

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关于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00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

√

说明：请在“提案名称”栏目相对应的“同意” 、“反对” 或“弃权” 的空格内填上√号。投

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反对”或“弃权” 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

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须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额：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21年__� � � _月__� � � _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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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以

当面送达、电话的方式于2021年4月2日向各监事发出，会议于2021年4月15日以现场会议方式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当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晓静女士主持，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项议案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该项议案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整体情况。

该项议案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制定的利润分配方案，既考虑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也兼顾了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该项议案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依据《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编制了公司内控评价报告。经审核，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作情况。

六、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具备证券、期货相

关执业资格的资深审计机构，其执业团队经验丰富，已为公司审计服务多年，对公司经营及内

控管理比较熟悉；其审计人员勤勉尽职，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养，出具的各项报告能

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续聘其担任公司2021年度的审计机构。

该项议案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制定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

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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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5日召开了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0年

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57,719,351.86元。在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5,771,935.19元后，公司本

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为51,947,416.67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634,529,034.45元，减去2020

年度派发现金红利16,547,580.00元。报告期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69,928,871.12元。

根据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鉴于公司盈利状况良好，为积极回报广

大投资者，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经营成果，公司拟以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

330,951,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9,928,548.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 发展相

匹配，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

同意将本预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度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业绩符合预期，董事会制定的利润分配预

案，既考虑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也兼顾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并同意

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拟定的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以及公司制定的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有关规定，综合考虑了公司长远发展和经营发展实际，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有

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为此，我

们同意将本预案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并对相关内 幕信息

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 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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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同意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并提交公

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及金融业

务审计资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截至2020年，已连续5年为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在

历年的审计工作中，能够遵守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中关于保持独立性的要求，审计人员具有上

市公司年审必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职业证书，能够胜任审计工作。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拟续

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120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机构信息

（1）机构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

（2）成立日期：2013年11月6日

（3）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4）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69号2-9层

（5）首席合伙人：石文先

（6）人员信息：上年度末合伙人数量185人，上年度末执业注册会计师1,537人，签署过证

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1,537人

（7）2020年收入情况：收入总额14.72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12.89亿元，证券业务收入

2.95亿元

（8）2020年上市公司审计情况：2020年审计上市公司（含A、B股）客户160家，审计收费总

额1.6亿元，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农、林、牧、渔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审众环每年均按业务收入规模购买职业责任保险，并补充计提职业风险金，购买的职

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6亿元，目前尚未使用，可以承担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3、诚信记录

（1）中审众环最近3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最近3年因

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20次。

（2）36名从业执业人员最近3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行政管理措

施41次、自律监管措施0次和纪律处分0次。

（二）项目信息

1、执业信息

项目合伙人胡兵，2000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4年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5年开始在

本所执业，最近三年签署4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罗赛平，2016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6年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6年开

始在本所执业，2017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最近3年签署1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蔡永光，2002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0年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15年开始在本所执业，最近3年签署6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最近3年复核5家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

2、上述相关人员诚信记录情况

中审众环项目合伙人胡兵、签字注册会计师罗赛平、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蔡永光近三年

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

处罚、监督管理措施的情况，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

处分。

3、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

中审众环项目合伙人胡兵、签字注册会计师罗赛平、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蔡永光不存在

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查，认为其

在执业资质、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要

求。在担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期间，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恪尽职守，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较好的完成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的各项工作。因

此，同意提请公司董事会继续聘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

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有上

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其在担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期间，严格遵循《中

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勤勉尽责，公允合理

地发表了审计意见，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公正、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作

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继续聘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

计机构，并将续聘会计事务所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

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客观、真实地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满足

公司2021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 公司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我们同意公司续

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对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下转B4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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