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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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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定期报告等资料中提及的财务预算、经营计划、经营目标并不代表本公司的盈利预测或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

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

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请投资者注意决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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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5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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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高新区马金铺街道办事处兰茂路

789 号 

云南省昆明高新区马金铺街道办事处兰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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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为从事现代中药及特色化学仿制药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制药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公司所处行业为（C27）医药制造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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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具有活血

化瘀、通络止痛的功效，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主要用于治疗中风及其后遗症，冠心病，心绞痛。注射用灯盏花素和注射

用降纤酶近年来连续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 

随着社会各界对人民健康的诉求日渐提高，政府通过医疗保障等方式加大医疗投入，近年来医院入院诊疗人次明显增加，医

疗支出逐年提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心

血管病危险因素流行趋势明显，导致了心血管病的发病人数持续增加，预计今后 10 年心血管病患病人数仍将快速增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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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消费快速增长趋势奠定提供了必要依据。 

报告期内，龙津®注射用灯盏花素贡献了公司的主要收入和利润，该药品是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处方药，受国家医保支

付政策限制，二级以上医院为主要消费终端。因此，公司业绩的驱动因素还与心脑血管疾病入院诊疗人次、医保支付政策及

相关医疗费用支出相关度高。 

2020 年，受到疫情影响，入院诊疗人次下降。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数据，2020 年 1-10 月全国医院诊疗人次同比下降 13.8%，

二级医院病床使用率同比下降 12.3 个百分点。同时，全国医疗保险支出的药品采购费用也有所减少。据国家医保局统计数

据，2020 年全国通过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网采订单金额约为 9,312 亿元，同比减少 6%。药品供应也小幅下降。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2020 年全国中成药产量同比减少 3.9%，产量已连续两个年度下降。米内网数据显示，2020 年，在重点城市公立

医院排名前 20 的中成药仅有 3 个保持了正增长，其余 17 个产品均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跌幅，中药注射剂居多。 

面对政策、市场等多重不利因素，公司产品销量、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公司围绕既定战略，通过多种方式增加收入、

降低管理成本、促推研发进度。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龙津®注射用灯盏花素再次入选 2020 版国家医保目录，持续推进上

市后再评价、经济学评价等多个临床研究项目，被列入《临床路径释义》内科分册和专家共识，在 27 个省市区中标公立医

院采购权，其中，湖北、山西、西藏为报告期内恢复中标，新开发及恢复配送二级以上医院超过 500 家。去年同期因收购南

涧生物及南涧农业形成的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相关资产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本期无商誉减值及大额资产减值，母公司

管理层主动减薪，母公司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故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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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54,026,717.66 275,292,322.31 -7.72% 335,984,89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11,617.50 -23,107,439.88 151.12% 13,870,10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25,924.69 -39,885,958.45 93.67% 2,950,139.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76,928.51 4,043,279.31 -267.61% 31,698,797.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5 -0.0577 151.18% 0.03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5 -0.0577 151.18% 0.03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 -3.63% 5.50% 2.1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841,755,807.01 806,891,975.76 4.32% 787,549,74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6,053,699.73 624,242,082.23 1.89% 647,395,3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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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70,743.10 59,133,079.47 63,880,192.85 89,642,70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89,298.20 2,582,754.25 3,891,253.83 9,526,90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04,842.12 -271,039.06 311,775.18 3,538,181.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74,152.98 8,615,124.86 4,785,489.45 -9,903,3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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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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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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1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7,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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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8% 165,723,830    

立兴实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57% 82,368,443    

#云南惠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 14,955,864    

樊献俄 境内自然人 0.77% 3,101,732 2,408,799   

王勇 境外自然人 0.34% 1,357,200    

王勇 境内自然人 0.24% 950,000    

陈俊 国有法人 0.18% 715,700    

党建军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5% 590,000    

#李赤东 境内自然人 0.13% 504,900    

朱锦华 境内自然人 0.13% 50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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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前有#，表示该股东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部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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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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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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在主营产品受到政策、市场和疫情多重压力的环境下，公司通过多种方式稳定产品销量、降低运营成本，实现了

扭亏为盈的目标。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4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1.16

万元，较上年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龙津®注射用灯盏花素入选《临床路径释义》内科分册、《注射用灯盏花素临床应用专家共识》，继

续推进主要产品经济学评价等临床项目，为公司产品在 DRGs、处方限制等合理用药场景下的推广做好准备。龙津®注射用

灯盏花素销售任务目标达成率为 91%，大剂量规格销售占比提高了 6 个百分点，在全国 27 个省级行政区公立医院市场取得

销售权，其中湖北、山西、西藏市场在 2020 年恢复公立医院市场销售权，销售价格总体保持稳定。全年召开各类学术会议

（含线上）受众医生人群超过 4,000 人次，产品得到多家知名医院专家认可；全年新开发及恢复销售的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超

过 500 家，新增合作客户 16 家，非公立医院市场稳步增长。注射用降纤酶已经在多个省份进入公立医院在线采购销售渠道，

已选定标杆医院打造临床推广样本，各省招商工作推进顺利。 

各项化学仿制药的进展基本按计划进行，2020 年国家出台多项新的药政法规，尤其新《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出台，部分研

发工作存在调整。其中，云迪恩®注射用生长抑素补充增加规格申请待申报 NMPA，心脑血管类化学仿制药 LJ201801 项目

正在进行申报前稳定性考察。 

报告期内，公司新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4 项，确定了工业大麻指纹图谱和含量测定方法。创新药研发按计划进展，已完成 ZKLJ02

临床前药学研究，安全性评价、药效学研究和药代动力学研究正在进行。 

公司智能制造项目已基本完成，降纤酶原料药生产线已顺利运行；2020 年新建设的固体口服制剂生产线和制剂研发中试平

台已调试完成，并在 2021 年 3 月完成《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变更备案，为公司固体口服剂型化学仿制药的中试生产

提供了必要条件，并能够达到将来新的固体口服剂型化学仿制药的设计产能。 

公司在既定战略框架下，谨慎选择投资项目，子公司龙津梵天与合作伙伴共同投资设立的云南龙津药业销售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底通过 GSP 现场检查并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标志着公司进入区域性药品和医疗器械批发业。 

为提高投资项目运作效率，对已投资项目持续优化管理。牧亚农业 2020 年种植工业大麻约 4,000 亩，经过生产人员辛勤探

索，年产工业大麻花叶超过 700 吨，平均亩产量较上年度增加 26%。牧亚农业与农科部门深度合作，研发了工业大麻种植

专用肥、进行多项田间试验、引进自动化烘干生产设备，确保公司工业大麻种植业务持续引领行业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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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94,784.48 27,834,927.18 87.51% -11.15% -11.57%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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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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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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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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2017年7月5日财政部

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要求，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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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20年9月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龙津梵天与云南中创晟瑞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创晟瑞”）签订《合伙协议》，并根据该协议出资设立云南

龙津睿达生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0年9月3日取得营业执照。龙津睿达注册资本2,590万元人民币，其中龙津梵

天以自有资金出资2,52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97.30%。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出资款分两期缴纳。截止2020年12月31日，龙津梵天出资1512万，持股比例为97.3%。

本期龙津梵天按持股比例97.3%合并龙津睿达。 

（2）根据2020年9月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其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云南龙津梵天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合作方云南爱创投资有限公司、龙津梵天的控股子公司云南龙津

睿达医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合资成立公司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共同对外投资设立一家药品销售公司

-云南龙津药业销售有限公司。龙津销售于2020年09月17日取得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为7000万元，其中云南爱创投资有

限公司出资3,430万元，持有销售公司49%股权；龙津睿达出资2,590万元，持有销售公司37%股权；龙津梵天出资980万元，

直接持有销售公司14%股权。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披露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其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6）《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出资款分两期缴纳，龙津梵天及本公司相关出资

方于2020年9月支付第一期出资款。截止2020年12月31日，龙津梵天已出资588万，持股比例14%，龙津睿达出资1554万，持

股比例37%。本期龙津梵天按持股比例50%合并云南龙津药业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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