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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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报告期内实施了股份回购，结合自身实际经营需要，在充分考虑公司的盈利水平、现

金流状况、资金需求及未来发展等情况，2019年度拟不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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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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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h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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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主要业务分为四个板块，即药品制剂业务、中药饮片业务、药品研发服务和药品药材流通业

务。 

公司稳步推进传统中药口服液产销、中药饮片加工业务，积极布局上游中药材种植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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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完整的中药全产业链体系。公司药品制剂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双黄连口服液系列、双金连合剂、

小儿复方鸡内金咀嚼片、石杉碱甲片等，其中双黄连口服液（浓缩型）和双黄连口服液（儿童型）、

双金连合剂为公司独家产品；中药饮片业务涵盖了 1100 多个品种、3800 多个品规，主要产品包

括麸炒白术饮片、制虎掌南星、太子参、麸炒薏苡仁、炒栀子等普通饮片，也包含特级灵芝、野

山参、石斛、白首乌、红曲、百药煎、六神曲等特色精品饮片。 

公司药品研发服务业务着力于为药品生产企业提供药学研究、生产技术研究、临床研究、申

报注册等药品研发全过程专业技术服务，转让研发成果，协助客户降低研发风险、缩短研发周期。 

随着公司战略布局的调整，公司药品流通业务规模压缩。 

（二）公司经营模式 

1、药品制造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药品制造业务包含药品制剂和中药饮片业务。 

（1）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物料由采购部统一负责采购。公司生产部门根据生产计划、库存情况向采购部下达

采购计划，采购部综合市场行情信息分析、中药材采收期、材料供货期、货款结算方式等因素，

制订物资采购计划；质量部每年对供应商的资质、质量体系及供货能力进行审核、评估，出具合

格供应商目录；采购部在目录范围内通过招标采购、竞争性谈判、询价采购、单一来源采购等方

式确定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保障材料供应，控制采购成本。 

对于部分长期使用、需求量大且价格波动大、能够长期存放的关键中药材，公司择机组织专

项采购，并通过“基地+农户”的形式在道地药材产区设立长期稳定的供应基地，对中药材育苗选

种、栽培养护、采收加工等全过程实施规范化管理，以保障质量、控制成本。 

（2）生产模式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均衡生产、节能环保需要，制订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在生产

过程中严格按照 GMP 要求，按工艺规程组织生产，从材料采购、人员配置、工艺管理、质量控制、

包装运输等方面实行全过程质量管理，按照药品药典标准和企业内控标准进行检验，确保安全生

产、药品质量稳定。 

（3）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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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药品制剂业务主要采取“经销分销”的销售模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公司

主要通过筛选确定合格的经销商，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通过经销商实现对等级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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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大在行

业和消费者中的品牌影响力。 

中药饮片业务目前主要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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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模式 

药品研发服务业务客户主要为制药企业，在长期的研发服务过程中，公司与国内众多药企建

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拥有广泛的客户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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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高端研讨会及项目招投标等形式开发新的客户群体。 

（2）服务模式 

公司 CRO 服务贯穿医药研发临床前和临床研究阶段，不同研究阶段的服务内容不同，但其实

质均为通过专业化的外包服务节省医药企业或其他新药研发机构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并实现

收益最大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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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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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国内行业领先水平。具体包括： 

1）临床前药学研究（包含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主要是接受客户委托，根据其个性化需求，以实验方式完成药物的临床前研究，为

其提供包括化合物筛选、临床前药学研究、临床批件申请等工作，将技术成果和资料移交客户，

并获取商业性的报酬。技术转让主要是通过开展周密的市场调研，自主选择立项品种，开发市场

急需、前景广阔的技术，自主研发后将技术成果进行转让，以满足目标客户的需求。 

2）临床 CRO 服务模式 

公司接受申办者委托，按照规范要求与申办者、主要研究者共同制订临床研究方案、监查临

床研究过程、进行临床试验的数据管理、统计分析并协助完成临床研究总结报告等；服务内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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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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药品药材流通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利用自身渠道、专业及地域优势，采购中药材及其他医药生产企业的产品进行销售。 

（三）行业发展状况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

深，对医药产品的需求逐步扩大，医药产业长期以来保持较快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

年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23,90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7.4%；实现利润总额 3,119.5 亿

元，较上年增长 5.9%。  

继《中医药法》、《健康中国“2030”》等鼓励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实施后，2019 年 10 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再次将中医药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同

时第 72 届世界卫生大会首次将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正式纳入国际疾病分类；国内、国际对

中医药的发展日益重视，中医药产业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四）公司市场地位 

2019 年，公司被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排行榜专家委员会评为“2018 年度中国中药企业 TOP100”、

被中国医药产业豫金榜评选委员会评为“2019 年度最具品牌力制药工业企业”，公司主要产品双

黄连口服液位列“2019 年度中国非处方药产品综合统计排名中成药﹒感冒咳嗽类”前十强，被评

为“2018-2019 年度中国药店店员推荐率最高品牌（感冒药类）”。 

全资子公司桐君堂药业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单位，报告期内“桐君堂中药”系列

产品荣获 “中国优选品牌”和“国家合格评定质量信得过产品”称号，区域市场地位和品牌影响

力进一步提升。 

全资子公司北京新领先药品研发实力进一步增强，报告期内获得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医药

业商会授予的 2018 年度“中国医药研发公司 20 强”称号。 

（五）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以发展传统中医药为核心，坚持“一核两翼多平台”的发展战略，借助国家推动中医药

发展的政策契机，倾力打造优势中药产业和儿童系列优质名品；抓住药企创新升级、加大研发投

入的契机，快速发展药品研发服务和临床 CRO 业务，夯实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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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制剂业务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坚持中成药产品为主线，继续推进儿童用药产品市场布

局，结合公司产品特点及优势，深耕渠道，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取得较大增长。 

桐君堂药业深入挖掘“桐君中药文化”传承，继续扩大品牌影响力；持续加大生产设施的升

级改造，进一步提升生产及服务能力，在区域内医疗机构和患者中的知名度和口碑持续提升，饮

片业务稳步增长。 

北京新领先以“让中国新药技术和生产工艺与世界同步”为引领，把握市场机遇，搭建多层

次研发平台，组建高水平联合实验室，快速引进尖端研发人才，扩大试验场地、购置科研设备，

综合提升研发实力，合同订单及销售收入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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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9,423,303.82 2,835,342,435.60 -3.38 2,808,176,704.46 

营业收入 1,311,814,818.00 1,194,794,347.49 9.79 1,168,390,539.7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5,711,888.00 -115,318,228.49 不适用  5,127,151.3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8,860,105.09 -119,953,065.94 不适用  311,202.2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09,258,741.42 1,388,624,666.07 -5.72 1,489,800,4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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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3,700,589.36 119,469,146.82 -63.42 23,169,371.4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822 -0.2009 不适用  0.008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822 -0.2009 不适用  0.008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43 -8.05 

增加11.48个百

分点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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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8.90  32,103.31  29,537.74  42,33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88.35  1,333.22  669.89  1,27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57.07  1,217.55  146.00  1,365.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51.03  -3,270.17  -2,971.10  12,5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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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春季

节是销售旺季，随着销售淡旺季的变化，公司经营收入呈现季节波动； 

（2）净利润波动：公司营业利润随收入季节性波动而变动，同时政府补助、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等非经常损益项目对各季度的净利润也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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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主要因公司主营业务的季节性波动对销售回款产生

影响、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方式的影响以及对主要原材料采取的策略性采购措施等因素导致经营活

动现金流各季度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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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9,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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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3,265 

吴澜 0 34,536,496 6.02 3,503,650 无   
境内自然

人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7,901,707 27,901,707 4.86 0 无   其他 

潘德仕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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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境内自然

人 

孟宪鹏 4,596,803 4,596,803 0.80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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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庆现 2,426,800 2,426,800 0.42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40,496 2,332,738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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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位为公司 2015年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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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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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支付对价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参与方。 

（3）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第 4、6位系父女关系。 

（4）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第 3位为公司实施股份回购在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开立的回购专用账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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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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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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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1,181.48万元，同比增长 9.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571.19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886.01万元，实现扭亏转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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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 号），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5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议案》，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

据衔接规定，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调整事项详见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五、41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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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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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家，具体见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

文）第十一节“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具体见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景亮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3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