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等重大信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本信息公告口径说明：除项目前边注明的之外，均为集团合

并口径。

一、集团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华鲁集团

2.外文名称：HUALU HOLDINGS CO.,LTD

3.法定代表人：樊 军

4.注册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舜海路 219 号华创观礼中心(奥

体中心东荷东临)A 座 21-22 楼 邮政编码：250102

5.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化工、医药和环保等行业（产业）

投资；管理运营、咨询

6.网址：www.hualuholdings.com

7.电子信箱:hualu@hualuholdings.com

8.公司简介:华鲁集团前身是山东省在香港地区经济贸易活

动的窗口公司，于 1985 年 10 月在香港注册成立，2015 年 8 月



获批改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目前华鲁集团以高端化工、生物医

药、生态环保为主业，注册资本 31.03 亿元，其中山东省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比例占 59.16%，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

占 16.9%，山东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 12.17%，山东省财欣

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8.45%，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

3.32%；拥有香港华鲁、山东华鲁、恒升集团、华鲁投资、省环

科院等 8 家二级公司，华鲁恒升、新华制药、鲁抗医药 3 家上市

公司（4 只股票），员工 18101 人，总资产 507.13 亿元，连续多

年入围山东企业百强、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

二、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摘要

（一）财务会计报告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3,954,981.04 2,434,613.35 62.45%

营业总成本 3,049,383.75 2,176,317.79 40.12%

销售费用 114,195.10 114,600.48 -0.35%

管理费用 95,934.88 80,416.73 19.30%

研发费用 100,995.07 80,879.76 24.87%

财务费用 24,954.50 24,354.58 2.46%

投资收益 12,197.48 9,241.98 31.98%

营业利润 913,522.91 273,702.87 233.76%

营业外收入 2,730.00 1,839.49 48.41%



营业外支出 1,530.10 3,638.15 -57.94%

利润总额 914,722.82 271,904.21 236.41%

已交税费总额 253,815.49 138,967.63 82.64%

净利润 768,342.90 229,144.15 235.31%

营业收入利润率 23.10 11.24 11.86（百分点）

净资产收益率 27.19 9.66 17.53（百分点）

资产总额 5,071,261.56 4,024,423.53 26.01%

负债总额 1,885,938.74 1,557,995.14 21.05%

所有者权益 3,185,322.82 2,466,428.39 29.15%

注:以上数据按照年度审计后的决算数据填报。

2.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华鲁集团编制的财务报表除现金流量表按照收付实现制原

则编制外，其余均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编制。

华鲁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

本公司将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子公司（包括母公司所控制的单独主

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所有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

策、会计期间与本公司一致，如子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期

间与本公司不一致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本公司的会计

政策、会计期间进行必要的调整。

合并财务报表以母公司和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财务报

表为基础，根据其他有关资料，按照权益法调整对子公司的长期



股权投资，在抵消母公司权益性资本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

母公司所持有的份额和华鲁集团内部之间重大交易及内部往来

后由华鲁集团编制而成。

3.会计报表附注主要内容摘要

税收优惠政策：华鲁集团所属企业中有 12 户被认定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2021 年度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华鲁

恒升、新华制药、鲁抗医药三家上市公司均是高新技术企业，另

外 9 家分别是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山东省

环科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山东鲁抗中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

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鲁抗舍里乐药业有限公

司、山东鲁抗生物制造有限公司、山东鲁抗生物农药有限责任公

司、山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新华制药（寿光）有限公司。

华鲁集团所属山东鲁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山东鲁抗和成制

药有限公司、山东鲁抗生物化学品经营有限公司、山东鲁抗机电

工程有限公司、德州民馨服务有限公司、山东同新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山东鲁抗泽润药业有限公司、山东

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山东省中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有限

公司、山东省波尔辐射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临沂科创水处理有限

公司、山东华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华鲁国际商务中心有限

公司、山东华鲁国际广告有限公司属于小型微利企业，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9]13 号)，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符合条件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 万元的

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所

得税。

华鲁集团所属临沂科创水处理有限公司从事符合条件的环

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自项目取

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取得第一笔经营收入所

属纳税年度为 2016 年），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

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2021 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审计报告的意见

2022 年 4月 18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华鲁集团出具《2021

年度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2〕第 3-00159 号），审计意见如

下：华鲁集团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华鲁集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

及 2021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董事会报告摘要

（一）经营情况综述

2021 年，华鲁集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要

求部署和省国资委工作安排，强党建、稳增长、攻主业、深改革、

控风险，加快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开展对标对表，赶超



先进，主要经济指标和各项改革攻坚任务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两利四率”在省属企业名列前茅，实现了“十四五”强势开局。

2021年，华鲁集团实现营业收入395.5亿元，利润总额91.47

亿元，归母净利润 24.88 亿元。实现总资产报酬率 20.72%，净

资产收益率 27.19%，均位列省属企业第一位，彰显了高质量发

展。

1.各板块经营情况分析

（1）化工板块经营分析（华鲁恒升 600426）

按行业构成:(2021年度)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毛利(万元） 毛利率(%)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化工 2,199,543.77 840,005.42 38.19 83.58

化肥 414,081.48 119,500.94 28.86 15.73

热电 18,065.71 -19,389.55 -107.33 0.69

按产品构成:(2021年度)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毛利(万元） 毛利率(%)
占主营业务收入

比例(%)

新材料相关产品 1,155,592.88 295,319.75 25.56 43.91

有机胺 591,771.97 317,984.89 53.73 22.49

肥料 414,081.48 119,500.94 28.86 15.73

醋酸及衍生品 346,265.05 185,497.93 53.57 13.16

其他产品 123,979.59 21,813.30 17.59 4.71

按地区构成:(2021年度)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毛利(万元） 毛利率(%)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境内 2,458,041.47 860,559.44 35.01 93.40

境外 173,649.50 79,557.20 45.81 6.60



（2）医药板块经营分析（新华制药 000756）

按产品构成:(2021年度)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毛利(万元） 毛利率(%) 占营业收入比例(%)

化学原料药 274,073.71 82,236.33 30.01 41.78

制剂 261,162.34 76,791.27 29.40 39.81

医药中间体及其他 120,771.71 18,339.13 15.18 18.41

按地区构成:(2021年度)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毛利(万元） 毛利率(%) 占营业收入比例(%)

中国(含香港) 438,051.68 139,942.42 31.95 66.78

美洲 84,553.66 16,367.00 19.36 12.89

欧洲 96,059.19 15,562.08 16.20 14.64

其他 37,343.24 5,495.24 14.72 5.69

（3）医药板块经营分析（鲁抗医药 600789）

按产品构成:(2021年度)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毛利(万元） 毛利率(%)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抗生素原料药 28,571.40 5,216.06 18.26 5.95

半合成抗生素原料药 89,675.43 7,583.50 8.46 18.67

制剂药品 179,388.08 56,486.13 31.49 37.35

兽用抗生素 161,367.46 39,407.45 24.42 33.60

其他 21,259.94 3,713.30 17.47 4.43

按地区构成:(2021年度)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毛利(万元） 毛利率(%)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国内 404,168.72 103,050.86 25.50 84.16

国外 76,093.59 9,355.58 12.29 15.84

2.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截至 2021 年末，华鲁集团资产总额 507.13 亿元，比年初上

升 26.01%；负债总额 188.59 亿元，比年初上升 21.05%；资产负



债率 37.19%，比年初下降 1.52 个百分点。

3.投资状况分析

2021 年，共完成投资 60.36 亿元。

按业务类型分：固定资产投资 56.57 亿元，占比 93.7%；长

期股权投资 3.79 亿元，占比 6.3%，均为主业投资。

按产业领域分：固定资产投资中，化工产业投资 43.04 亿元，

占 76.08%；医药产业投资 10.67 亿元，占 18.87%；环保产业投

资 2.82 亿元，占 4.98%；其他非主业投资 0.04 亿元，占比 0.07%。

长期股权投资中，化工产业投资 2.97 亿元，医药产业投资 0.65

亿元；环保产业投资 0.17 亿元。

按产业类别分：集团旗下的华鲁恒升、新华制药、鲁抗医药

等三家主要企业分别被列入山东省“十强”产业集群领军企业。

固定资产投资中，“十强”产业投资 56.53 亿元，占比 99.93%；

其他产业投资 0.04 亿元，占比 0.07%。

（二）董事会对公司核心竞争力情况的分析

一是产业基础雄厚，竞争优势突出。集团始终坚持心无旁骛

攻主业，在高端化工、生物医药、生态环保三大主业板块形成雄

厚的产业基础。华鲁恒升多年来聚焦高端化工，砥砺前行，精益

求精，打造了以洁净煤气化平台为基础的“一头多线”多联产模

式，DMF、己二酸、尿素、醋酸、乙二醇等主导产品成本、质量

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成为

国内现代煤化工行业的标杆企业。同时，依托较强的科技创新能



力，成功进军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碳酸二甲酯质量达到电子级

最高质量水准，占据国内 60%以上的市场份额。荆州基地“十年

磨一剑”落子成局，打破了“政策天花板”和“行业玻璃墙”，

形成了“本地高端化，异地谋新篇”的战略布局。新华制药持续

推进国际化战略，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原料药，布洛芬、阿司匹林、

安乃近、左旋多巴等主要产品产量居全球首位，综合竞争力全球

领先，成为全球最大的解热镇痛药生产基地；大力实施大制剂战

略和创新引领战略，依托现代医药国际合作中心，拜耳、罗氏、

百利高、默克等世界医药巨头前来落户，逐步打造成为世界级

CMO＆CDMO 基地。鲁抗医药是国内重要的抗生素生产基地，以退

城进园为契机，通过优化提升工艺技术水平，进一步巩固了大观

霉素、泰乐菌素、AIV 等主导产品竞争优势，心脑血管类、抗癌

类、降糖类等“非抗”产品加速培育投产，将逐步形成新的竞争

优势。省环科院深耕山东环保领域数十年，在全国环科院系统资

质最全，在“人工湿地”“典型工业废水处理”“危废处理处置”

等业务领域具有核心技术优势，凭借高效率的管理团队、高素质

的技术团队、高质量的项目服务，赢得了良好口碑。华鲁恒升、

新华制药、鲁抗医药入选山东省重点培育支持的“十强”产业集

群领军企业，是省属企业入选户数最多的企业。

二是功能定位准确，管控明晰规范。以战略目标和财务效益

为主的管控模式更加成熟，集团创造性地将总部功能定位为“定

战略、管大事、造环境、控风险”，对各子公司尊重市场、放权



松绑，运行机制更为规范、高效，形成了母子公司管控清单和“两

会一层”决策事项清单，明晰了权责界面，充分尊重各子公司的

市场经营主体地位，分类管控模式更加成熟，运行机制更为规范、

高效，激发干事创业的动力和活力。

三是驻港窗口作用突出，国际化优势明显。香港华鲁作为山

东省驻港窗口公司，根植齐鲁、联通鲁港，历经 37 年的发展，

已经从单纯贸易型企业发展壮大为集投资、贸易、双招双引等为

一体的综合型公司。依托鲁港新旧动能转换平衡基金做强境外资

本运作中心，依托主业做大国际贸易中心，利用香港信息资源做

优国际技术合作中心，为促进鲁港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与交

流，助力省内企业在港招商引资和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的实施，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华制药是 A+H 股两地上市公司，具

有多元化资本市场融资能力。新华制药的布洛芬、阿司匹林、咖

啡因、安乃近等多个产品通过美国 FDA 认证和欧洲 EDQM 审计，

片剂、注射剂均获得了通往国际规范市场的通行证，与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拜耳公司、罗氏公司、三菱、辉瑞、葛兰素史克、强

生等 100 多家知名跨国企业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鲁抗医

药是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企业，泰乐菌素、大观霉素、

盐霉素及生物杀虫剂远销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澳洲等地的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

四是资产证券化率高，规范运作优势明显。集团以高端化工、

生物医药、生态环保三大产业为核心主业，整体资产证券化率为



93.42%，高端化工和生物医药板块的资产证券化率为 99%，在省

属企业中率先实施了股权激励并已实现上市公司全覆盖。华鲁恒

升、新华制药、鲁抗医药 3 家上市公司资产经营与信息披露规范

透明，在资本市场上持续发挥着国有资本的示范效应。

五是融资渠道丰富，融资成本较低。一是集团国内 AAA 级和

穆迪与惠誉 A 级别的国际评级优势明显，可充分利用债券市场，

通过银团贷款、发行中票、公司债、超短融等多种方式获取低成

本资金。二是香港华鲁融资平台作用显著，可综合考虑资金成本

和汇率风险，利用境外低成本资金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三

是银企关系较好，已建立长期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从银行获得

优惠的信贷资金，利用银行授信，通过银行贷款筹集日常所需资

金和项目贷款。

（三）董事会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面临风险的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产业发展、

行业市场竞争等发生新的复杂变化，外部形势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对公司当前及未来的发展影响较大。

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形势，华鲁集团按照“强党建、攻主业、

深改革、控风险、稳增长”工作总要求，加快落实“十四五”规

划，突出强实业兴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重大战略举措快速

推进，未来三年固定资产计划投资 300 多亿元，这些项目全部建

成投产后将大大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为未来发展积蓄强大后劲。

化工板块实施“本地高端化、异地谋新篇”战略，统筹德州本部



和荆州基地，优化存量、升级增量，扎实推进现有产业链的延伸

和产品的迭代升级，实现链条化发展、集群化布局、园区化生产、

一体化运营。医药板块实施“补链强链、创新突破”战略，长板

拉长，放大优势，着重在产业链安全、产业链完善、产业链培育

等方面发力，进一步明晰产业布局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多种途径

增加新产品供给，加快改善产品结构，创新营销模式，扭转制剂

整体效益不理想的局面。环保板块实施“特而专、冲上市”战略，

在巩固环保技术服务、环保工程服务等核心业务的基础上，依托

科技创新和投融资，重点向“投建运”一体化方向发展，重点专

注工业废水、大宗固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三大领域。

四、华鲁集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和年度薪酬情

况、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情况

（一）华鲁集团董事会成员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现职时间

樊 军 党委书记、董事长 男 56 2019.01

丁振波 党委副书记、董事 男 51 2015.08

刘从德 副总经理、安全总监 男 57 2006.09

于 力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男 53 2019.05

孙佑民 外部董事、财务总监 男 51 2019.03

张玉明 外部董事 男 59 2015.09

娄红祥 外部董事 男 57 2015.07



曹 凯 外部董事 男 48 2021.05

李占辰 外部董事 男 57 2021.06

苏 昕 外部董事 女 53 2021.06

（二）华鲁集团董事会成员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截至本信息公开日，报告期内薪酬尚未核定，待核定后及

时公开。

（三）省国资委确认的报告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或考核

等级）

截至本信息公开日，华鲁集团尚未收到省国资委 2021 年度

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的最终批复，待批复后及时公开。

五、政府扶持政策的信息

华鲁集团获得的政府扶持政策主要是所得税优惠(高新技术

企业所得税享受15%的优惠税率)和政府补助（2021年 22,154.29

万元，其中，计入专项应付款 1,040.02 万元，递延收益 8,836.26

万元，计入其他收益 12,197.48 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80.53 万

元。）

六、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对企业的影响

无。

七、“三重一大”有关事项

（一）有关重大决策

（1）治理类事项：修订华鲁集团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办

法，修订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修订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修订集团管控和权责清单。

（2）财务类事项：批准了 2021 年度财务预算及中期调整，

确定各子公司《2022 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审核了华鲁集团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批准发行了 10 亿元公司债、3 亿美元

境外债和 28 亿元超短融。批准了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向

华鲁投资借款，批准了山东华鲁、新华制药、鲁抗医药、鲁抗中

和环保、融资租赁等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批准了新华分

公司征迁资产处置方案，按时公布了集团 2020 年度财务等重大

信息公告、债券 2021 半年度报告、中期财务信息公告、半年度

报告等内容。

（3）投资规划及资本运营类事项：审议通过了华鲁集团2021

年度投资计划及中期调整计划、华鲁集团 2021 年度科技创新计

划、华鲁恒升等子公司“十四五”规划；批准了鲁抗医药多功能

发酵车间项目、中水回用项目。批准实施了华鲁集团资本运营平

台体系建设方案，同意华鲁投资整合融资租赁。按照省政府要求

部署和省国资委工作安排，同意控股公司对山东裕龙石化有限公

司增资 5 亿元、香港华鲁设立新加坡子公司、华鲁投资设立华鲁

产业投资基金及管理公司、新华健康公司设立天津新华互联网医

院和综合门诊部公司及香港子公司。同意新华制药与共同药业设

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甾体激素项目。批准新华制药定增和鲁抗医

药配股融资方案，协议转让中和环保 60%国有产权并注入上市公

司。同意华鲁投资修订公司章程并对华鲁投资进行了增资。修订



了利润分配管理办法，提高了股权分红比例。批准省环科院吸收

合并山东省环科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

限公司吸收合并山东省波尔辐射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4）改革类事项：批准了新华制药二期、华鲁恒升三期股

权激励；批准山东新华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在集团内首家开展科

技型企业股权激励；制定集团“三定”方案，对控股公司本部组

织机构和人员进行了调整。

（5）其他重要事项：审议通过了集团安全生产管理办法、

华鲁集团 2021 年全面风险管理方案、2021 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同意省环科院对外捐赠事宜、续签和变更《鲁抗注册商标使用许

可协议》等。

上述有关事项均按程序报省国资委审批或备案。

（二）有关重大人事任免

2021 年 5 月，曹凯担任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2021 年 6 月，李占辰、苏昕担任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

部董事。

2021 年 6 月，李伟不再担任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董事、总经理。

2021 年 7 月，叶树一不再担任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监察专员。

（三）有关重大项目安排及境外投资情况



1.华鲁恒升酰胺及尼龙新材料项目

该项目己内酰胺装置于2021年10月9日投产达效；尼龙6装置

安装施工展开，预计2022年7月份投产。

2.华鲁恒升园区气体动力平台项目（荆州）和华鲁恒升合成

气综合利用项目（荆州）

以上2个项目的安评、环评、能耗指标、尿素产能指标、用

煤指标、铁路专用线等要素指标全部获得批复。工艺技术来源全

部确定；部分长周期关键设备已经招标订货完毕；土建施工全面

展开，外围配套设施同步推进。

3.新华制药注射剂研发平台及 GMP 改造项目

项目已竣工，正在办理竣工备案验收、消防验收及规划验收；

计划 2022 年 6 月进行试车调试。

4.新华制药 1 万吨/年布洛芬连续合成技术改造项目

项目已竣工，进行工艺验证。

5.鲁抗医药多功能发酵车间建设项目

土建工程已完成，正在进行室外配套设施以及公用工程管线

施工。

6.鲁抗医药邹城园区 15000m³/d 中水回用项目

土建主体工程完成，进入全面安装阶段。计划 2022 年 1 月

生化系统进水调试。

7.华鲁集团出资参与裕龙石化公司项目

2021 年已按计划完成第一期出资 1.47 亿元。



（四）大额资金的调度及使用情况

集团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履行大额资金调度及使用的审

批程序。

八、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一）职工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等劳动法律法规的遵守和

执行情况

职工全部签订劳动合同，按照人社部门要求进行备案，及时

足额缴纳五险一金，职工享受带薪休假等国家规定的各项福利。

（二）人才引进、职工招聘、职工培训等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人才工作成果丰硕，创新招引渠道，引进各类高端人才（团

队）8 人（个）。新华制药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宏灏开展重大

创新药物临床药理学研究，鲁抗医药引进欧洲科学院院士张友明

开展微生物技术研究，省环科院引进加拿大工程院院士院士黄国

和开展水资源环境工程研究、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段雪开展土壤

修复研究，新增院士 4 人，累计 12 人。鲁抗医药引进国家高层

次专家 2 人，新华制药引进外专双百团队 1 个，新华制药结合“千

名博士进企业”引进青岛科技大学朱兆友教授，围绕重点品种技

术工艺提升开展校企合作。

（三）对外合作情况

1.设立“山东同新药业有限公司”。新华制药为延伸激素系

列产品产业链，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引进湖北共同药业于 2021

年 4 月共同设立“山东同新药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300



吨醋酸阿奈可他和 200 吨 17α-羟基黄体酮等项目。公司注册资

本 1.2 亿元，其中新华制药出资 7200 万元，占比 60%；湖北共

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800 万元，占比 40%。

2.设立“山东鲁抗好丽友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21 年

3月，鲁抗医药和韩国株式会社好丽友控股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山

东鲁抗好丽友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进行诊断试剂、创

新疫苗、生物新药的研发。公司注册资本 2 亿元，其中株式会社

好丽友控股(Orion Holdings Corp.)出资 10000 万元，占比 50%；

鲁抗医药出资 7000 万元，占比 35%；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出资

3000 万元，占比 15%。

（四）职工劳动、安全及卫生保护情况

全年安全生产持续稳定运行，未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

故，实现了年度安全生产目标。一是抓全员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集团与二级公司签订《2021 年安全环保质量目标责任书》，向 4

家二级公司委派安全总监，年末听取安全总监述责述廉，层层压

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二是抓重点环节、关键部位。党委书记、

董事长樊军亲自带队以“四不两直”方式检查各公司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重大项目建设等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诊断，对重

大危险源等部位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邀请省级安全专家进行专题辅导，组织外部专家开展专项检查，



获得省安全生产月优秀组织单位。三是抓应急反应能力提升。坚

持“贴近实战，以演促练”，组织综合应急演练 17 次，检验了应

急预案实效，锻炼了职工队伍素质，锤炼了专业抢险能力。

（五）企业开展的环境治理及保护情况

坚持清洁生产、源头控制，综合利用、资源节约，末端治理、

超前治理、持续改进的原则，深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持续加大

环保投入，强化红线意识、隐患意识、风险意识和担当意识，不

断强化环保治理防范举措。注重生产过程的清洁生产，从源头消

减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注重污染物的资源利用，对废菌渣

等进行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水平。注重污染治

理水平，建设技术可靠、成熟稳定先进的污染治理设施，确保各

项环保指标达标排放和环保绩效持续提高。

（六）企业提供安全的产品和服务，遵守商业道德情况

坚持把安全、环保、质量作为企业“生命线”工程，牢固树

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尤其强化药品质量

管理体系建设，药品经营坚持质量第一，顺利通过 GMP、GSP、

MHRA、FDA 等认证检查，“以欧美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化全面质量

管理经验”获评 2021 年山东省工业企业“质量标杆”典型经验。

阿莫西林胶囊荣获“抗感染类优秀产品品牌”，头孢拉定胶囊荣

获“抗感染类优秀产品品牌”，注射用青霉素钠荣获第二届“山

东名片”品牌影响力 TOP 榜评选产品品牌，省环科院荣获 4 个工



程质量奖项。

九、履职待遇及有关业务支出情况

2021 年集团领导人员实际发生车辆运行费、维修保养费及

公务交通补贴共计 13.3 万元，通讯费 1.84 万元，业务招待费 4.8

万元，差旅费 2.45 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 2.36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