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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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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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年度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以公司股权登记日股本 169,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股。以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需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后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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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药业 60396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吴佩容 

办公地址 云南省大理市下关环城西路118号 

电话 0872-8880055 

电子信箱 dongban@daliyaoye.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大理药业自创立以来，秉持“质量至上，信誉为本，创新为魂，发展为先”的核心价值观，

坚持以市场和顾客需求为导向，立足科研和创新，把现代药物制药技术与传统中医药相结合，注

重产品的科技内涵和创新性，在心脑血管、消化系统等治疗领域已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主

营品种。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系中、西药注射剂的生产和销售。 

大理药业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发展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制药企业。公司

在心脑血管、消化系统等治疗领域已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主营品种，拥有醒脑静注射液、

参麦注射液、亮菌甲素注射液等处方药产品。公司现有 20 个品种 44 个规格的注射剂药品批准文

号，其中有 7 个品种 17 个规格的产品连续两次被列入 2012 版、2018 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有 11 个品种共 33 个规格产品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9 年

版）》。 

2.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为“中精牌”醒脑静注射液、参麦注射液、亮菌甲素注射液。 

醒脑静注射液属于脑血管疾病用药，主要用于治疗脑脉瘀阻所致中风昏迷、脑栓塞、脑出血

急性期、颅脑外伤，系国家医保中成药乙类产品，曾系国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 

参麦注射液属于心血管疾病用药，主要用于治疗气阴两虚型之休克、冠心病、病毒性心肌炎、

慢性肺心病、粒细胞减少症，能提高肿瘤病人的免疫机能，系《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国家

医保中成药甲类产品。 

亮菌甲素注射液主要用于治疗急性胆囊炎、慢性胆囊炎发作、其他胆道疾病并发急性感染及

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浅表性萎缩性胃炎，为部分省市医保产品，其中：10ml:5mg 规格系全国独

家剂型规格。 

3.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设有独立完整的采购部门，全面负责公司研发、生产、经营所需物料、物品的对外采购

工作，保证公司研发、生产、经营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建立了物料采购管理、采购合同管理、

供应商管理、物料接收入库、发放、储存管理、仓库安全管理、部门及人员工作职责等相关管理

制度及操作规程以实现对供应系统的规范化、精细化管理。供应部根据公司销售计划、生产计划、

中药材的生产季节、市场供应情况以及库存情况，确定最佳采购和储存批量，编制采购计划，报

批后执行具体的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所有产品均严格按照 GMP 规范进行生产，以销定产。生产部根据销售部门提供的各规格



产品年度、季度及月度销售计划，结合对应产品库存、发货情况及生产能力等进行生产测算，综

合考虑生产周期、生产成本、验证计划、设备技术改造和维护保养计划等因素制定出各规格产品

年度、季度及月度生产计划，并组织、协调、督促生产计划的完成，执行过程中及时根据市场情

况调整生产计划。生产车间严格按生产计划实施生产，同时对产品生产工艺、质量标准、GMP 等

执行情况进行管理。质量部门对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控制点进行监控，对中间产品、半成品、

成品的质量进行监督、检验及合格评定。 

2019 年 3 月，公司通过了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委派的专家组对

公司执行药品 GMP 及相关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的飞行检查。 

（3）仓储管理 

公司供应部、成品储运配送部设有仓储管理组，分别负责物料、成品的仓储管理。物料及成

品按其性质特点分类、分库定置存放，通过 ERP 系统实现对物料及成品信息、存货和发放进行有

效地管控，满足精准性的要求，根据物料及成品仓储管理的要求，在库区配备空调及温湿度监控

系统，24 小时不间断对库存环境进行实时自动监测和记录，保证温湿度指标控制在仓库管理规定

的范围内，保证了仓储物料及成品质量。采用 ERP 系统对物料及产品出库进行系统化管理，确保

库存管理账实相符、出入库数据准确无误。 

（4）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中心负责统一管理销售业务，包括销售政策的制定，配送商与服务商的选择和管理，

销售合同的签订，专业化的学术推广及学术支持，并负责售后服务工作。销售中心设立市场管理

部、学术招商部，根据区域和产品的特点实施产品销售、学术推广工作，与配送商和服务商建立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已形成覆盖全国（除港、澳、台地区）的营销网络。 

随着两票制、带量采购、DRGs 等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传统的经营思路已经不适合市

场竞争的需要。公司通过销售渠道整合，有效掌控终端销售网络、建立直接配送体系、完善配送

渠道，实现以直接配送销售为主的销售模式。同时强化存量市场，积极开发空白医疗机构，启动

民营医疗机构、第三终端市场的开发及销售，从而保证公司的销售市场份额。 

（二）行业情况 

医药行业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也是国家确定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伴随老龄化

程度的不断加剧，没有明显周期性的医药行业，发展前景依然光明。随着“三医联动”医疗改革

的不断深入，医保准入谈判将更青睐于临床价值高且价格合理的药品，高同质化产品将成为降价

控费的首要目标；同时，带量采购扩围，开启了医药行业以价换量的竞争模式，具有独特临床价



值的创新药企将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随着按 DRGs 付费试点的推广等医保控费措施的实行，医疗机构更加关注临床治疗的成本和

收益，这将打破药企的传统销售模式，也将进一步削弱普通药品的定价权，这些政策的推进将对

医药行业现有的生存模式和利益格局带来更大的挑战。 

在带量采购扩围、分级诊疗、医保支付改革、新医保目录动态调整等医药行业政策频出的大

背景下，中国医药行业将在长期稳健增长与短期不确定性中交替发展，逐步进入结构优化的新时

代。 

对于中医药行业，2019 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从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

中的独特作用、大力推动中药质量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中医

药传承与开放创新发展、改革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等六个方面，为中医药在新时代的传承创

新发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使中医药行业政策渐趋明朗。随着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患有心脑血管、糖尿病、肿瘤、骨骼、慢性呼吸系统等疾病的人群将持续攀升，中医药将充分发

挥其独特优势，在慢性病的预防、诊疗和康复阶段发挥重要作用，中医药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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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561,328,725.11 594,510,341.89 -5.58 612,762,834.26 

营业收入 294,324,901.14 401,483,012.27 -26.69 272,739,02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505,492.64 10,700,465.12 26.21 44,452,48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372,644.95 2,322,150.05 88.30 37,014,70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67,622,998.78 464,127,506.14 0.75 463,427,041.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328,803.91 78,115,466.54 -90.62 26,916,671.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6 33.33 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6 33.33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2.90 2.31 增加0.59个百分点 16.34 



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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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80,166.29 78,314,337.34 68,490,990.56 64,939,40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402,511.01 4,831,239.71 2,485,983.47 -1,214,24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766,726.27 2,579,533.33 580,964.29 -2,554,578.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7,412.33 -10,236,828.26 866,031.42 17,367,013.08 

公司分季度营业收入呈逐季减少，主要系受销量逐季下降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下降主要因为销量的下降，此外四季度公司年度薪酬奖金计提导致利润进一步下滑。公司一

季度、四季度收到大额政府补助外，公司扣非后净利润基本与净利润变动保持一致。各季度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受到公司支付给第三方的渠道开拓、学术推广等服务费用的金

额影响，此外四季度支付的人工麝香采购货款减少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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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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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君祥 9,945,000 43,095,000 25.50 43,09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立兴实业有限

公司 

7,312,500 31,687,500 18.75 0 无 0 境外法人 

新疆立兴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265,000 22,815,000 13.5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杨清龙 4,656,600 20,178,600 11.94 20,178,6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尹翠仙 1,193,400 5,171,400 3.06 5,171,4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君卫 292,500 1,267,500 0.75 1,267,5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伟清 393,611 818,176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邓丽华 300,326 300,326 0.1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锦奎 229,060 229,060 0.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郭利玲 140,829 211,629 0.1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杨君卫为杨君祥兄弟，杨清龙为杨君祥之子，尹翠仙为杨君祥之妻。

立兴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曾继尧，曾继尧系新疆立兴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曾立华和曾立伟的父亲。除此之外，未知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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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主动进行营销策略调整、销售团队调整，加上国家医改政策持续影响，

实现营业收入 29,432.49万元，较上年下降 26.69%；在营业收入下降的不利情况下，公司管理层

狠抓精细管理，不断挖掘企业内部潜力，通过努力，公司期间费用的下降比例超过营业收入下降

的比例，当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0.55万元，较上年增长 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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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变更原因及内容 

（1）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于 2019 年 9 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根据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新债务重组准则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简称“新债务重

组准则”)，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新发生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9 年 1 月 1 日

以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3）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简称“新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 

（4）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是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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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母公司、大理药业销售有限公司 2家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