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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50                             证券简称：龙津药业                            公告编号：2019-018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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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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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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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5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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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津药业 股票代码 00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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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亚鹤 宁博 

办公地址 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兰茂路 789 号 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兰茂路 789 号 

电话 0871-64179595 0871-64179595 

电子信箱 kmljyy@vip.sina.com kmljyy@vip.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用途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本公司所处行业为（C27）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为中西药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本公司主要产品为龙津®注射用灯盏花素，属高纯度中药冻干粉注射剂，主要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产品具有

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中风及其后遗症，冠心病，心绞痛。 

本公司主要产品龙津®注射用灯盏花素在 2009 年、2017 年连续两次被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并在 2010 年后陆续成为云南等省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09 年版）地方增补品种。 

（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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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原材料采购采取“以产定购”的模式，根据生产计划、库存情况及原材料市场情况进行采购。本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

料包括灯盏花素原料药、包装材料和辅料等。其中：包装材料主要包括西林瓶、铝盖、胶塞等，辅料主要包括精氨酸、甘露

醇等。 

2、生产模式 

本公司的产品生产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 

每年初，生产部门根据年度销售计划并结合库存周转及实际生产情况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在此基础上，生产部门每月根据各

销售区域下月销售计划并结合库存数量等制订下月各周的生产计划，组织生产。 

本公司严格按照国家 GMP 规定组织生产，秉承“安全生产、质量第一”的管理方针。在生产过程中，技术部负责具体产品

的生产流程管理；质量保证部（QA）对关键生产环节的中间产品、半成品的质量进行检验监控，以保证不合格中间品不流

入下一道工序；质量控制部（QC）对产成品按国家药品标准进行质量检验，以确保出厂产品质量合格。 

3、销售模式 

本公司主要产品龙津®注射用灯盏花素销售终端为医疗机构，采取“深度分销运营服务+专业化学术推广”的模式，即本公

司将产品销售给区域配送商及其以下各级配送商，配送商完成对终端客户的销售和配送，公司为各级医疗机构提供专业化学

术服务支持。在公立医疗机构市场，公司获得各级医院通过药品集中采购等方式限定的药品准入资格后，在终端市场进行推

广维护，由公司客户完成终端流通配送服务。 

（三）报告期内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2017 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提及，随着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医疗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结构转型升

级，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快速释放，需求层次逐步升级，对医疗卫生服务和自我保健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 

报告期内，中央政府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面推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医疗卫生领域的公共投入也不断增长，2018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2004-2017 年，诊疗人次从 39.9 亿人次

增长到 81.8 亿人次，居民人均就诊次数由 3.0 次增加到 5.9 次，入院人数从 6,676 万人增长到 24,446 万人，住院率由 5.0%

增加到 17.6%。 

我国医药市场潜力巨大，医药市场的快速增长及巨大的发展潜力也为制药行业提供了发展机遇。据《2015 心血管病年报》

统计数据，中国百张床位以上医院药品总购药额为 6,147.60 亿元；其中，心脑血管病治疗用药总额为 656.45 亿元，占据 10.67%

的比重，预计 2020 年国内心血管市场将突破 1000 亿大关。《中国慢性病防治中长期规划》（2017—2025 年）提出，到 2020

年，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目标为下降 10%，用药需求的为制药行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深度分销运营服务+专业化学术推广”营销模式全面执行，优化营销人员薪酬体系，将绩效考核落到

实处，在目标终端市场发起各类学术推广活动近 200 场，严格按照目标责任考核市场和销售团队；在非中标区域尝试多种形

式的准入方案，积极开发民营医院和诊所市场，对重点市场开发进行奖励；针对“两票制”的实施对客户带来资金压力的情

况，公司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客户提供信用机制。 

（四）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所属行业发展阶段 

根据《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十三五”期间，国家将推进化学药、中医药创新研发，通过自主创新实现药品的升级换代，

通过加强监管提高药品质量，通过仿制药代替进口和原研药品降低用药成本。制药行业总体增速在“十三五”期间可能回落，

行业集中度可能进一步提高，监管要求也将继续提高，但行业将继续保持全面创新发展趋势。 

中药注射剂是中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承担着中药现代化的重要创新任务。随着中药注射剂销售规模的不断增加，其

不良反应和用药安全问题逐渐凸显，用药安全成为主要监管方向，医保支付范围的严格限制，导致 2017 年以来中药注射剂

销量持续下滑。据米内网数据显示，从 2016 年起，在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中药注射剂的市场规模首次超过 1000 亿元，2017

年销售额为 1021.5 亿元，受政策影响增长率下滑了 2.5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解读》中提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国家药物

政策和基本药物制度等相关工作中，注重体现中医药的特点，发挥中医药的作用，促进中医药的发展。未来几年，随着中药

注射剂安全性、有效性再评价工作逐步推进，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全面实施，中药注射剂有望在优胜劣汰中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2、周期性特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2016年，我国医药工业销售收入从 12,072.7亿元增长至 29,635.86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6.15%。

因此，制药行业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并不明显，药品采购和医保支付等准入政策对制药行业影响更大。 

政府部门制订各类准入政策，是调控制药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式。报告期内，《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2017 版）》对中药注射剂行业的影响仍在继续，行业内主要企业业绩下滑明显，公司业绩也因该政策持续下滑。 

公司主要产品龙津®注射用灯盏花素未能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较已进入该目录的同类药

品处于劣势，在某些严格执行该目录的地区，销量可能减少。另外，辅助用药、分级诊疗、按病种付费，以及各地执行的药

品招标采购限价方案等卫生医保政策在部分省份或地区已实施，2019 年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公司将面临更多政策压力，

不利于公司业绩提升。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龙津®注射用灯盏花素作为公司在销主要产品，国家食药监局已核发该药品生产批件 6 个，本公司持有其中 3 个，包括 1 个

独家规格。据米内网发布的数据，2017 年样本医院心血管系统用药金额为 153.7 亿元，以公司 2018 年销售收入估算，在前

述样本医院市场份额不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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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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35,984,894.90 304,447,655.65 10.36% 223,631,22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70,103.38 35,159,528.21 -60.55% 91,034,39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0,139.75 19,248,319.65 -84.67% 57,658,078.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98,797.10 58,057,429.26 -45.40% 104,238,688.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6 0.0878 -60.59% 0.2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6 0.0878 -60.59% 0.2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5% 5.43% -3.28% 14.3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787,549,742.85 785,229,136.92 0.30% 759,679,90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7,395,309.67 645,540,206.29 0.29% 670,455,678.0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2,849,713.12 84,795,190.49 84,080,613.79 84,259,37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42,158.75 3,680,354.39 3,601,262.57 -653,67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62,584.37 -3,876,412.35 -2,358,128.47 4,722,096.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43,297.64 -7,100,337.86 4,421,547.61 23,034,28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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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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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82% 175,500,000  质押 84,229,800 

立兴实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60% 94,500,000    

云南惠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7% 30,300,000  质押 7,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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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献俄 境内自然人 1.07% 4,282,232 3,211,674   

陈庆华 境内自然人 0.52% 2,069,491    

李占江 境内自然人 0.30% 1,200,000    

王勇 境内自然人 0.24% 95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7% 665,400    

杨世港 境外自然人 0.15% 600,000    

胡锦奎 境内自然人 0.15% 59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樊献俄为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前三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未知上述其余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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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披露控股股东群星投资与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群星投

资将其持有公司的无限售股份 30,000,000 股转入群星投资在江海证券开立的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中，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0,000,000 股，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的 17.09%，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49%。 

2、李占江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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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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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 年是国家全面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一年，行业政策出台密度空前，机构改革顺利完成。国家新版医保目录、基本药物

目录等主要准入政策全面执行，以降低药品价格为导向的各类药品采购政策迅速落地，整个医药行业洗牌加速，中药注射剂

面临严酷的政策和市场环境。 

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进一步稳定龙津®注射用灯盏花素的市场份额、抑制销量下滑，营销系统及时积极采取措施。公司根

据客户所处地区分阶段按照“两票制”要求转换销售模式，自 2016 年下半年以来，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将营销模式由“精

细化的区域招商代理+专业化学术推广”的模式，过渡并转变为“深度分销运营服务+专业化学术推广”的模式，客户结构

由之前的地方区域性医药商业公司，转变为全国性或区域性医药商业公司，客户集中度和服务质量也相应提升，公司客户功

能也转变为主要承接产品配送服务。为缓解重点客户资金压力，报告期内，公司探索对客户进行商业授信，为部分优质客户

提供信用结算期，以稳定客户并保障实现销售目标。 

在终端市场，公司继续完善专家网络和学术推广网络，在部分重点区域设立驻地办事处，重新梳理医学证据对产品进行精准

定位，完善药品不良反应收集反馈机制，与第三方合作完善市场调研体系，对各地二级及以上医院广泛调研，保持终端市场

活力。报告期内，举行了 147 场科室会，10 场沙龙会，24 场共识会。营销人员绩效考核全面执行，对医疗机构开发设定考

核目标，加强了对空白医院的填补，深入挖掘潜在增量市场，开发增量协议医院 500 余家，备案定向开发医院 700 余家，开

发中医院 200 余家。 

报告期内，公司智能制造项目各项新模块和新功能逐步上线，公司管理信息化、生产线智能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生产和质量

部门全年度完成 4 次 GMP 现场监督检查，顺利通过 GMP 飞行检查，并于 2018 年 7 月完成 GMP 再认证，获得 GMP 证书，

注射用降纤酶、注射用生长抑素正在进行恢复生产相关验证工作。目前，公司对制剂车间冻干粉针剂生产线的改造正在进行，

改造完成后，公司制剂生产线将具备生产多种规格冻干粉针剂产品的条件，为新增产品中试和恢复部分已有批文产品生产提

供支持。 

中药标准化项目在有序推进中，报告期内，已完成了灯盏花素、注射用灯盏花素质量标准的建立以及 46 批次中成药大样本

的质量对比研究工作；完成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文件的起草，实施和调试了中药标准化质量溯源体系工作。 

报告期内，多个研发项目入选国家级、省级重点研发项目并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公司以“龙津®注射用灯盏花素临床再评价”

项目申报了云南省 2019 年生物医药重大专项。灯盏花素系列产品二次开发方面，公司已经启动“灯盏花素在糖尿病肾病和

糖尿病视网膜神经病变新适应症研究”项目，并获得了云南省科技厅 2018 年生物医药重大专项立项支持。另外，也积极启

动了灯盏花素高生物利用度口服创新制剂研发以及给予灯盏花素苷元结构改造衍生物预研究项目。 

公司深知研发是企业未来长远发展的核心内驱动力，进而将研发力量放在企业发展的重要位置，逐年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研

发发展。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快速增长，希望能够尽快有新产品投放市场，公司已将研发特色化学仿制药作为战略重点，已立

项并实施 2 个化学仿制药品种。 

更多有关本公司研发项目的进展情况，请参见《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4、研发投入”章节。 

对外投资项目中，灯盏花产业链的三七科技灯盏花药业和种植两家标的公司尚未达到交割条件，公司多次组织人员进行沟通

和协商，项目进展较缓；参股公司上海云镶开发的智能手环拟作为医疗器械申报注册，2018 年未完成此前预计的经营目标，

业绩仍处于亏损状态。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重新认定，并再次获得云南省和昆明市名牌产品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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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冻干粉针剂 335,984,894.90 33,145,594.36 90.13% 10.41% -2.5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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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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3,598.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36%；营业利润1,669.5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0.06%；利润

总额1,567.7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1.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87.0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0.55%。 

业绩变动主要原因：全面推进深度分销营销策略，公司销售费用持续增加，以及现有产品的二次开发、新药开发、仿制药研

发等研发投入持续增加，导致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财务指标有较大幅度下滑。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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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本公司根据相关

要求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1）原“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收款”

项目列报；（3）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并入“固定资产”项目中列报；（4）原“工程物资”项目并入“在建工程”项目

中列报；（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6）原“应付利息”、“应付

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报；（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并入“长期应付款”项目中列报；（8）进行研究与

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列示于“研发费用”项目，不再列示于“管理费用”项目；（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

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10）股东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本公司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由于上述要求，本期和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但对本期和比较期间的本公司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合并

及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核算方法变更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无核算方法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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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月将新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云南中科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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