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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2020-033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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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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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2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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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百灵 股票代码 00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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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民 陈智 

办公地址 
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路 212

号贵州百灵企业集团 

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路 212

号贵州百灵企业集团 

电话 0851-33415126 0851-33415126 

电子信箱 niumin1804@126.com chenzhib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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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 

本公司是一家集苗药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药上市公司，独家苗药产品银丹心脑通软胶囊、咳

速停糖浆及胶囊和非苗药产品金感胶囊、维C银翘片、小儿柴桂退热颗粒等都为公司主要盈利产品，上述

产品在心脑血管类、咳嗽类、感冒类、小儿类药品市场中都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同时公司积极开拓以糖

宁通络为核心竞争力的苗医药一体化项目，近一步扩大推广范围。 

公司主要产品情况： 

主要产品 产品功效主治 

银丹心脑通软胶囊 中医：活血化瘀、行气止痛，消食化滞。用于气滞血瘀引起的胸痹，

症见胸痛，胸闷，气短，心悸等;冠心病心绞痛，高脂血症、脑动脉硬

化，中风、中风后遗症见上述症状者。 

维C银翘片 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外感风热所致的流行性感冒，症见发热、

头痛、咳嗽、口干、咽喉疼痛。 

咳速停糖浆及胶囊 中医：补气养阴，润肺止咳，益胃生津。用于感冒及慢性支气管炎引

起的咳嗽，咽干，咯痰，气喘。 

小儿柴桂退热颗粒 发汗解表，清里退热。用于小儿外感发热，症见：发热，头身痛，流

涕，口渴，咽红，溲黄，便干等。 

金感胶囊 清热解毒，疏风解表。用于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外感风热证，症

见发热，头痛，鼻塞，流涕，咳嗽，咽痛。 

双羊喉痹通颗粒 中医：清热解毒，利咽止痛。用于急喉痹（急性咽炎）、急乳蛾（急

性扁桃体炎）所致的咽喉肿痛。 

泌淋清胶囊 清热解毒、利湿通淋。用于下焦湿热、热淋、白浊、尿道刺痛、小便

频急、急慢性肾盂肾炎，膀胱炎、尿路感染、小腹拘急等症。 

康妇灵胶囊 清热燥湿，活血化瘀，调经止带。用于湿热下注所致的带下量多，月

经量少、后错，痛经。 

复方一枝黄花喷雾剂 中医：清热解毒，宣散风热，清利咽喉。用于上呼吸道感染，急、慢

性咽炎，口舌生疮，牙龈肿痛，口臭。 

经带宁胶囊 中医：清热解毒，除湿止带，调经止痛。用于热毒瘀滞所致的经期腹

痛，经血色暗，挟有血块，带下量多，阴部瘙痒灼热。 

消咳颗粒 止咳化痰,平喘。用于急、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咳喘、咳痰。 

糖宁通络胶囊/片 生津止渴、活血通络、清热泻火。用于气阴两虚所致的消渴病，症见

口渴喜饮、多食、多尿、消瘦、气短、乏力、手足心热、视物模糊；2

型糖尿病及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见上述症候者。 

 

（2）行业地位 

公司已成为贵州省新医药产业骨干企业和全国最大的苗药研制生产企业。公司连续8年荣登“中国制药

工业百强榜”，公司2018年成功入选“2018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系列榜单”子榜单“2018年度中国中药企业

TOP100排行榜”，位列第36位。报告期公司明确围绕“强化公司在苗药领域的龙头地位，力争成为中成药领

域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企业”这一战略目标继续扎实进行全方位的竞争力建设，以实施“科技苗药、文化苗

药、生态苗药”为抓手，对既有的优质苗药资源提升规模和效益，同时深耕苗药的宝库，加快苗医药一体

化项目（中医糖尿病医院）开发，持续加大科技投入，管理团队的建设逐步加强，营销队伍能力积极增长，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更加规范合理，成本控制工作有效推进，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风险管控能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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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企业盈利能力提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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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850,585,250.74 3,136,843,231.96 -9.13% 2,591,816,65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1,384,226.24 563,238,885.60 -48.27% 526,137,36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0,240,541.18 555,185,325.81 -58.53% 497,645,602.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7,413,827.87 -157,445,351.96  105,973,362.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40 -47.50%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9 -46.15%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4% 15.53% -8.19% 16.7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7,058,918,161.15 5,976,300,488.70 18.12% 4,822,671,24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60,542,836.03 3,870,149,870.84 4.92% 3,419,806,985.2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04,419,288.42 649,357,420.71 752,474,108.79 744,334,43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849,139.70 56,528,651.53 88,513,024.47 -10,506,58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661,747.17 56,244,895.94 87,895,083.68 -69,561,185.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216,042.16 261,399,872.58 -304,203,630.16 604,433,6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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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0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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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伟 境内自然人 48.75% 687,991,194 -66,479,622 质押 574,20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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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勇 境内自然人 11.05% 155,971,200  质押 107,284,400 

华创证券－证

券行业支持民

企发展系列之

华创证券 1 号

FOF 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华

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支持民

企发展 14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6.15% 86,805,500    

华创证券－工

商银行－华创

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支持民企

发展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5.28% 74,541,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62% 8,801,7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0% 8,404,261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0% 4,189,563 -501,772   

张君鹏 境内自然人 0.23% 3,266,652    

黄禹农 境内自然人 0.17% 2,350,000 -500,000   

包宇天 境内自然人 0.16% 2,222,2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姜伟先生与姜勇先生系兄弟关系，两人系一致行为人。公司未知其余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黄禹农报告期末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00,000 股外，还通过国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5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50,000 股，分别比报告期初增加 150,000 股、减少 650,000 股、500,000 股。 

2、公司股东包宇天报告期末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222,238 股，普通证券账户+投资者信用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22,238 股，报告期初未进

入公司持股前 200 名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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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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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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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我们迎来了建国70周年，也迎来了新医改的第一个十年。2018年开始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顶

层设计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机构新一轮的改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组建成立、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这将使三医联动执行体系更具效率。 

这一年，是医药行业的政策落地大年，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新医保目录谈判准入、重点监控药品目录，

以及新版《药品管理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等一系列行业法规、政策给市场参与主体带

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相应带来压力和挑战。宏观层面看，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将对行业企业产

生持续影响。 

公司积极适应医改新常态，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扩大营销网络的覆盖面，推进营销渠道下

沉，秉持“专精于药、专注于人”的核心价值观，公司上下坚决贯彻董事会制定的“强化公司在苗药领域的龙

头地位，力争成为中成药领域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企业”的发展战略目标，以实施“科技苗药、文化苗药、

生态苗药”为抓手，扩大既有的优质苗药资源的规模和效益，继续以科技创新和加强内部管理为重点，外

抓市场，内抓管理，不断进行创新突破，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5,058.5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1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9,138.42万元，同比减少48.27%。 

报告期公司净利润增幅下滑的主要原因为：1、公司投资参股的云植药业和重庆海扶在本报告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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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收益合计-9,034.86万元，导致公司报告期净利润减少；2、报告期公司持续加强营销网络的建设和完

善工作，大力开发基层医疗服务市场，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723.80万元；3、公司报告期银行贷款增

加，支付的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533.76万元； 4、管理费用受人工成本的上涨、折旧摊销等费用的

影响，较上年同期增加3,597.48万元；5、2019年3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和仁堂药业因被收回《药品GMP证书》，

受其影响2019年和仁堂药业实现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10,874.71万元，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2,026.9万

元。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有： 

1、持续加强营销体制改革和创新：受制于国家集中采购、国家医保管控的加强、医联体的推进和重

点监控药品目录的执行，全年药品销售额增速出现了逐步放缓的趋向。据第三方米内网数据统计，2019年

我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药品销售额为17955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创历史新低。 

报告期公司持续强化市场建设，加强重点市场、医院市场开发力度和重点产品的推广，继续积极主动

把握基药政策机遇，进一步整合内、外部营销资源，在年度计划基础上结合市场变化持续优化营销组织机

构，制定了更加有利于调动销售人员积极性的销售政策，继续加强基层医疗机构营销体系的建设，结合多

品种营销模式，在原有的市场基础上开拓了新兴市场。报告期内销售队伍持续加强人才管理，采取外部引

进与内部培养提拔相结合的方式，选拔了一批综合素质过硬、业务能力强的销售人员充实到销售队伍中，

辅以人才正向流动机制，推陈出新，不断营造内部竞争机制，推动整个营销变革与创新工作的实施。 

2019年公司明星产品银丹心脑通软胶囊实现销售收入7.6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57%。以小儿柴桂

退热颗粒、双羊喉痹通颗粒、消咳颗粒为代表的颗粒剂产品2019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19年公司颗粒剂

产品共计实现销售收入6.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6.96%。 

2、盈利能力建设工作：在优化公司现有管理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费用控制，降低生产成本，坚

持全方面开展以“开源节流、增收节支”为重点的精细化成本控制工作。进一步增强成本控制意识，通过改

进工艺、优化质量管理、控制采购成本、丰富管控指标、加强准时、精益生产等方式，消除各个环节的浪

费，强化细节成本管理，通过岗位分析，设备能力评估和改造，完善统一的精益生产、节能降耗模式和验

收标准，提升运行效率，节省能源消耗。确保成本优势，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报告期公司紧随医药行业政策变化，持续加强营销网络的建设和完善，大力开发基层医疗服务市场，

在全国范围内增加销售网络的纵深发展。同时随着两票制的全面实施，公司积极整合处方药销售体系，持

续完善合规体系建设，推动优质产品加学术推广的模式，打造中药大产品、大品类。通过近几年公司不断

对基层医疗服务市场的开发，现已初步体现成效，公司在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开发上已突破10万家。 

3、科研开发方面：创新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为树立百年品牌，公司一贯重视产品

研发工作，将其视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原动力，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公司围绕以民族药、苗

药为核心，化学药和生物药为两翼的发展战略，近年来瞄准恶性肿瘤、代谢疾病、感染疾病等重大疾病领

域和临床空白，持续投入新药研发工作，在不断挖掘和开发经典验方和临床价值高的中成药（民族药）的

同时，紧跟国际科研前沿，不断增强公司产品储备和研发实力。报告期公司现有各项研究工作进展顺利，

正在准备申报后续临床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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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产质量方面：公司始终本着“质量第一，安全至上”的原则，不断提高公司质量管理水平。公司优

质的产品始于优质的原辅材料，以及贯穿供应商评估选择、原材料采购管理及整个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与

控制体系。公司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并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按要求进行管控，从根本

上保证药品的质量，保证药品的安全性。保证了产品生产和质量的可控性和稳定性。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要求进行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和维护，强化和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在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上严格按照GMP要求开展产品生产和品质控制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多条生

产线GMP再认证获得通过，同时，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员工进行新版《药品管理法》的集中培训，加强药品

管理及相关法规的理论知识学习，将质量意识贯彻到研发、生产、营销流通全周期，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有规可循，全程管控，最终达到企业共治，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5、内控管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和制度修订完善工作，恪守依法制药、

依法治企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公司运作，加强成本管控，坚持安全生产，强化风险防控，使公

司内控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6、在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方面：一是始终将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

容，始终将其放在重要位置，持续提升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通过自动化改造实现人员简化。

二是严格按照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三是在生产和管理中始终积极贯

彻“保护环境、协调发展、遵纪守法、循环经济、污染预防、持续改进、绿色家园”的环境方针，积极推进

污染源头控制，通过工艺改进和循环利用，降低原材料的使用量，不断加大对环保设施的投入，保证了环

保治理设施运行正常，实现达标排放。四是通过持续不断的产品创新和技术革新，通过细化生产工艺，加

大工艺改进，降低能耗和污染。 

7、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要求，认真遵循信息

披露的真实、准确、及时、完整的原则，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审慎地披露公司定期报告及

重大事项并持续披露其最新进展情况，充分披露风险因素，切实尊重投资者的决策权。 

同时，公司严格按照《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通过股东大会、投资者热线、互动易平台、

网上业绩说明会、电子邮箱、实地接待等多渠道与投资者保持良性互动，树立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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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成药 2,496,913,517.26 1,056,544,014.66 57.69% -14.87% -2.30%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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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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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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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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印发合

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追溯调整法。 

2.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

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

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3. 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经

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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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合并范围增加，情况如下： 

1、2019年2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马来西亚个人Lai Chein Tow就马来西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100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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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吉特（令吉）（约合人民币166.32元）购买马来西亚公司100%股权，股权转让后公司将持有马来西亚公

司100%的股权。 

2、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签订<投

资协议书>的议案》。公司与四川华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陈俐娟共同投资设立成都赜灵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出资货币3,667万元人民币，占55%股份，四川华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陈俐娟

共同以非专利技术成果按评估价作价3,000万元人民币出资，占45%股份，其中四川华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占4.5%股份，陈俐娟占 40.5%股份。 

3、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签订<出

资协议>的议案》。公司与白华、李彬宇、葛云飞拟共同投资设立内蒙古金灵医药有限公司。内蒙古金灵

注册资本为1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出资5,100万元人民币，占51%股份，白华出资2,500万

元人民币，占25%股份，李彬宇出资1,400万元人民币，占14%股份，葛云飞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占10%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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