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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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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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本公司按照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5,318,228.49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12,610,411.88元，减去 2018

年度已向全体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 5,738,862.83 元，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累计可供

股东分配利润为 91,553,320.56元。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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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龙药业 6002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付胜龙 魏作钦 

办公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

梭路8号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金梭路8号 

电话 0371-67992262 0371-67982194 

电子信箱 fsl@taloph.com wzq@taloph.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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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业务分为四个板块，即以中药口服液为主的药品制剂业务、中药饮片业务、药品研发服

务和药品药材流通业务。 

1、药品制剂业务 

公司药品制剂业务主要包括中西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公司拥有口服液、固体制剂等多种剂

型、100 多个产品的生产批文，其中主导产品为双黄连口服液系列产品和双金连合剂。双黄连口

服液系列产品为公司传统优势品种，包含普通型、浓缩型、儿童型等多种品规，且浓缩型和儿童

型双黄连口服液、双金连合剂为公司独家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小儿复

方鸡内金咀嚼片是公司儿童药系列中的又一重要品种，目前为公司儿童药的核心产品之一。 

2、中药饮片业务 

公司中药饮片业务集中在全资子公司桐君堂，主要产品包括 700 多个饮片品种、1,100 多个品

规，如茯苓饮片、黄芪饮片、麸炒白术饮片、当归饮片、麸白芍饮片、丹参饮片、陈皮饮片、生

地黄饮片、蒲公英饮片等，以及有特色的精品饮片和发酵饮片等，产品主要供应给各类医疗终端，

并通过提供代煎药等增值服务，提高竞争力，促进饮片的销售。 

3、药品研发服务 

公司的药品研发服务业务由全资子公司新领先负责开展，主要以向客户提供药品药学研究、

药品生产技术、临床研究、申报注册等相关技术服务及研发成果转让为核心业务，长期致力于心

脑血管、肿瘤、感染、老年性疾病、儿童用药等领域的药品研制开发，在复杂化合物合成、杂质

制备、手性分析、原研参比制剂剖析、基于临床角度的仿制制剂设计、高仿原研制剂的处方工艺

研究及产业化技术转移等关键技术方面，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同时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提供包

括化合物筛选、新剂型开发、剂型设计与开发、仿制药的药学研究、临床试验研究、临床及生产

批件注册申报等服务。 

新领先全资子公司深蓝海以临床 CRO 为主要业务，集中了大量优质临床资源，提供专业、高

水准的临床前服务及临床服务，承接中药、化学药 I（包括 PK、耐受性试验）、II、III、IV 期临床

试验、生物等效性试验、第三方稽查服务等。 

4、药品药材流通业务 

为聚焦公司优势产业，合理配置资源，报告期内公司结合自身发展规划对外转让了所持有的

河北太龙和太新龙的全部股权，目前公司的药品流通业务主要在桐君堂开展。桐君堂公司围绕自

身销售渠道，充分利用现有的仓储、运输等资源，从上游药品生产企业采购药品并向医院、药店

等医疗终端机构进行销售和提供配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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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公司中药全产业链建设，扩大公司整体收入规模，全资子公司河南桐君堂道地药材有

限公司立足药材原产地，依托专业及品牌优势，开展道地药材贸易业务，在满足自身药材需求的

基础上，与国内知名中药企业深度合作，扩大药材贸易规模。 

 

（二）公司经营模式 

1、药品制造业务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全面实施以质量上乘、价格适中、技术服务水平高、抗风险能力强以及诚信为目标的采

购策略，大宗物料采取集中采购形式统一对外采购。采购部门根据年度和季度生产计划、现有库

存，结合市场信息的采集与分析提出原材料、包装材料等物资采购计划，并依据经批准的原料采

购计划安排最佳采购时点和批量，保持合理库存；包材及其他辅料通过公开招标形式采购，多种

举措降低采购成本；非大宗物料通过物料需求计划管理、采购订单管理等合理控制采购库存，降

低资金占用，实现高效、优质、低成本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生产计划为依据，严格按照 GMP 的要求组织生产。从原材料采购、

人员配置、生产装备管理、产品生产计划控制、产品质量控制、包装运输等方面严格按照 GMP

要求，实行全过程生产质量管理，严格执行药品药典标准，对原料、辅料、包装材料、中间产品、

成品进行全程检测及监控，确保药品质量安全稳定。 

（3）销售模式 

公司的药品制剂产品主要采取“经销分销”的销售模式。公司从市场上筛选确定合格的经销

商，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通过经销商的销售渠道实现对等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和零售终端的

覆盖；通过深化与各大连锁药店战略合作，拓展产品终端市场，扩大在行业和消费者中的品牌影

响力。 

中药饮片产品目前主要通过公司自身的商业渠道向医疗机构、中医诊所等终端进行配送，并

通过提供代煎药等增值服务，提高竞争力，促进饮片的销售。 

2、药品研发服务的经营模式 

（1）研发管理模式 

在完成初步调研后组织立项会讨论评价，根据评价结果确定是否进入详细调研阶段。对于项

目各阶段方案及成果验收，由公司组织内外专家对项目技术审核，并最终确定方案及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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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过程中对项目实施纵向、横向的双向管理。各技术部门对技术工作的进度与质量进行纵向管

理；项目管理部对项目的整体进度、技术部门间的衔接进行横向管理。技术转移阶段，制定“一

次性转移成功”的目标，通过上会中心进行质控，并配套全面的工作流程与技术标准，提高研发

效率，降低客户风险，在保障项目进度、质量的同时，赢得客户的信任。 

（2）经营模式 

新领先根据客户需求，实施药物研究开发的全部或部分工作，代表客户进行药学及医学试验，

降低医药企业药物研发风险，并获取商业性的报酬。具体经营模式如下： 

1）受托立项 

药学研究业务：接受客户委托，签署技术开发合同后，确定项目目标，并组建项目组开展药

学研究的相关工作。 

临床 CRO 业务：接受客户委托，签署合同提供临床研究服务，包括：研究方案设计、组织实

施、监查、稽查、数据管理、统计分析、研究总结等服务。 

2）自主立项 

新领先自行立项进行项目的研发，在产品制备技术和质量标准等基本成型后，寻找目标客户

并签署技术开发（转让）合同。新领先的客户主要为制药企业，通过为现有客户提供更加深入和

全面的研发服务，扩大合作范围，同时通过医药专业网、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网，以及通过参

加全国高端医药研讨会和参与企业研发项目招标等形式开发新的客户群体。 

3、药品药材流通业务经营模式 

目前公司的药品流通业务主要在桐君堂药业开展，利用自有的商业渠道直接对终端进行药品

配送。 

公司的药材贸易业务主要在桐君堂道地药材公司开展，依托专业及地域优势，利用自有的采

购渠道与国内知名中药企业开展道地药材贸易业务。 

 

（三）行业发展现状 

2018 年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4,264.7 亿元，同比增长 12.4%。其中主营业

务收入 23,986.3 亿元，同比增长 12.6%，增速较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同期整体水平 4.1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3,094.2 亿元，同比增长 9.5%，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8.3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 0.8 个百分点。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率为 12.90%，较上年同期提升 1.14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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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四）行业周期性特点 

医药行业的消费支出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质量存在较强的关联性。我国经济水平

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体制改革深入开展，政府医疗卫生投入稳步提高，这些

因素均促使医药行业市场需求保持较稳定的增长，没有明显的行业周期性。但是，具体的药品品

种因适应症的高发受季节因素影响，相应的药品市场存在一定的季节性特征。 

（五）公司市场地位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公司形成了药品制剂、中药饮片、药品研发、药品流通的多平台布局。

公司凭借良好的市场表现 2018 年 1 月获得“2017 河南省守诚信立商信示范单位”。公司坚持“健

康太龙，品质太浓”的理念，严把产品质量关，2018 年获得中国质量检验协会颁发的《全国制药

行业质量领军企业》和《全国质量诚信标杆典型企业》证书、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医药业商会

授予的“中国优质道地中药材十佳规范化种植基地”荣誉。新领先 2018 年 6 月获得中华全国工商

业联合会医药业商会授予的 2017 年度“中国医药研发公司 20 强”称号。桐君堂作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单位，其举办的“桐君堂杯中药材真伪鉴别全国大赛”得到业内外的好评，区域市场

地位和影响力较强，其全资子公司中药饮片公司被评为“2018 年中国品牌影响力（中药饮片）消

费优选十大品牌”，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六）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以实施集团化管控为抓手，合理确定经营指标，提高目标的准确性、前瞻性和严肃性；

以企业文化塑造和强化为引领，夯实企业发展的基础。 

药品制剂业务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积极布局，充分发挥公司独家产品的竞争优势，普通型、

浓缩型、儿童型双黄连口服液及双金连合剂等产品的销售均取得稳步增长。 

桐君堂药业从坚持打造高品质的企业入手，坚守传统中药特色，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随着

前期投资建设的生产、仓储及代煎药服务等设施全面使用，公司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在区域内医

院招标过程中，中标情况良好，饮片业务得到持续增长。 

北京新领先充分把握“一致性评价”的市场机遇，积极扩大研发团队，引入国内外尖端技术

人才，快速发展成为了国内化药仿制药领域的领先 CRO 机构，与国内多家大型医药企业建立深度

合作关系，全年业务合同总额及回款金额再创新高，为今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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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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835,342,435.60 2,808,176,704.46 0.97 2,650,826,990.83 

营业收入 1,194,794,347.49 1,168,390,539.72 2.26 953,306,51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5,318,228.49 5,127,151.30 -2,349.17 4,015,58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9,953,065.94 311,202.29 -38,645.05 -910,30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88,624,666.07 1,489,800,428.52 -6.79 1,484,744,38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9,469,146.82 23,169,371.48 415.63 70,602,08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09 0.0089 -2,357.30 0.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09 0.0089 -2,357.30 0.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05 0.34 减少8.39个

百分点 

0.2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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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8.31 27,006.23 26,694.33 34,47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7.91 68.40 288.36 -12,09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3.17 -172.72 141.07 -12,106.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1.94 864.14 5,178.55 8,036.16 

（1）营业收入波动：公司药品制剂业务及中药饮片业务销售存在一定的季节性波动，秋冬季

节是销售旺季，随着销售淡旺季的变化，公司经营情况随之波动；公司药品流通业务板块中的太

新龙及河北太龙自 2018 年 5 月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其他业务板块销售呈稳步增长态势； 

（2）净利润波动：第二季度为公司中药口服液产品的销售淡季，收入及毛利贡献下降，且河

洛太龙本季度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353.27万元,当季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172.72万元；

加当季收到政府补助 335.92 万元及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影响后，实现净利润 68.40 万元； 

第四季度为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旺季，销售大幅增长，主营业务利润提升；受本季计提减值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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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13,698.57 万元（其中河洛太龙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12,542.50 万元）的影响，导致亏损

12,096.4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12,106.83 万元；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主要因公司主营产品销售淡旺季波动较大、对主要

原料-中药材于产新季节集中采购，以及部分销售业务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的结算方式，而银行承兑

汇票又未作为现金等价物反映在现金流量表中，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各季度波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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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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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众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0 132,441,168 23.08 0 

质押 50,000,000 国有

法人 冻结 8,562,783 

吴澜 0 34,536,496 6.02 7,007,3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潘德仕 8,583,941 18,407,882 3.21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海博霜雪云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 10,708,029 1.87 0 质押 10,708,029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潘峻芳 0 10,205,256 1.78 0 质押 10,205,256 
境内自

然人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826 5,682,981 0.99 0 未知  未知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光大信托·浦赢1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800,500 3,800,500 0.66 0 未知  未知 

南京鹏兴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0 2,919,708 0.51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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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飞 1,639,800 2,128,600 0.37 0 未知  未知 

长安基金－光大银行－长

安祥瑞2号分级资产管理计

划 

-2,100,000 2,100,000 0.37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第 1位郑州众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为公司发起人股东。 

（2）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第 2、4、8位为公司 2014年启

动的《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中发行股份支付对价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参与方。该次重组发行的股份

已于 2015年 3月 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第 8位股东南京鹏兴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系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员工

投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3）潘峻芳、潘德仕系父女关系。 

（4）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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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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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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9,479.43万元，同比增长 2.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1,531.82万元，同比下降 2,349.1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1,995.31 万元，同

比下降 38,6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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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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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12家，具体见年度报告第十一节、九、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具体见年度报告第十一节、八、合并

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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