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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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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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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尹翠仙 个人原因 杨君卫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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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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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药业 60396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吴佩容 

电话 0872-8880055 

办公地址 云南省大理市下关环城西路118号 

电子信箱 dongban@daliyaoye.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559,648,839.02 594,510,341.89 -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6,351,256.86 464,127,506.14 0.4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04,240.59 35,789,127.69 -130.47 

营业收入 160,894,503.63 202,985,565.09 -2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33,750.72 885,827.76 1,28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346,259.60 -3,138,472.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 0.19 增加2.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1 6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1 60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81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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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杨君祥 境内自然人 25.50 43,095,000 43,095,000 无 0 

立兴实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75 31,687,500 0 无 0 

新疆立兴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50 22,815,000 0 无 0 

杨清龙 境内自然人 11.94 20,178,600 20,178,600 无 0 

尹翠仙 境内自然人 3.06 5,171,400 5,171,400 无 0 

杨君卫 境内自然人 0.75 1,267,500 1,267,500 无 0 

黄伟清 境内自然人 0.48 817,221 0 无 0 

邓丽华 境内自然人 0.18 300,326 0 无 0 

胡锦奎 境内自然人 0.14 229,060 0 无 0 

姜春燕 境内自然人 0.13 213,7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杨君卫为杨君祥兄弟，杨清龙为杨君祥之子，尹翠仙为杨君祥之妻。

立兴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曾继尧，曾继尧系新疆立兴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曾立华和曾立伟的父亲。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随着一系列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政策和医药监管新政相继落地实施，政策执行力度

加大，行业政策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已全面释放，公司经营业绩受到一定的影响。本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089.4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0.7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3.3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81.05%。 

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报告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089.45 20,298.56 -20.74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3.38 88.58 1,281.05 

销售费用 10,135.50 13,767.29 -26.38 

管理费用 1,109.70 2,206.88 -49.72 

由于受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等政策的影响，公司主导产品销量有所下滑。 

2019 年 2 月，国家医疗保障局下发了《各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政策制定及调整权限清单》的

规定，规定中明确，在未来医保目录的制定中，省级部门不得自行增补或删减药品目录（即已没

有权利对医保目录进行药品的调入和调进），也不得以支付方式改革等任何形式变相扩大药品支付

范围（即没有权利对药品的支付限制进行调整），但各省可以推荐上报需要调整的药品名单。而公

司主导产品醒脑静注射液和参麦注射液均为国家医保目录内产品，受新一轮医保目录动态调整的

影响机率较小。 

虽然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在《意

见》中明确：使用合理用药的相关指标取代单一使用药占比进行考核，但是自 2017 年下半年起，

各省陆续出台重点监控药品的相关文件，抗生素、注射液尤其是中药注射液、辅助性药品等成为

重点监控的对象，需控制其使用比例和金额，以降低药占比和医保支付的压力。持续到现在公司

相关产品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2019 年 7 月国家卫健委公布《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

药品目录》，虽然目录中涉及的 20 个品种均为生物药品和化学药品，但是通知指出要对纳入目录

中的药品制订用药指南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临床应用的条件和原则，也对未纳入目录的化药、



生物制品明确了监管方式。在通知中还作出如下规定：对于中药，中医类别医师应当按照《中成

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等，遵照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开具中药

处方；其他类别的医师，经过不少于 1 年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并考核合格后，遵照中医临床

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中西医结

合、民族医学专业学历或学位的，或者参加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 2 年以上西医学习中医培

训班（总学时数不少于 850 学时）并取得相应证书的，或者按照《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

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有关规定跟师学习中医满 3 年并取得《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的，既

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也可以开具中药饮片处方。这一点，明确了普通西医不再具备中成药处方

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成药注射液的销售造成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各生产线停工情况如下：  

生产线 对应产品 停工情况 

1 号提

取车间 
黄芪注射液精制液 报告期未安排生产 

制剂三

线 

黄芪注射液（10ml）、胞二磷胆碱注

射液（2ml） 

按照以销定产原则，根据销售需求和库存情况安

排生产，2019 年上半年停工合计 126 天。 

制剂四

线 
参麦注射液（10ml） 

按照以销定产原则，根据销售需求和库存情况安

排生产，2019 年上半年停工合计 108 天。 

上表中列出的停工时间均包含各生产线生产前所需要的设备维保、规格件更换、清场，月度

洁净度检测，各种验证（如设备验证、工艺验证、培养基模拟灌装等）等辅助生产的时间。因此，

实际停工时间小于上述所列。 

上述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等政策的影响调整，不可避免地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现实的冲

击和影响。在此背景下，公司主动顺应改革和政策变化要求，及时调整经营发展思路、合理布局

生产经营规划，努力“强优势、补短板”，以期将影响和冲击降到最低程度。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1、加强产品市场营销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市场营销队伍建设、机制建设，强化学术营销和培训工作，继续围绕销

售模式和机制建设提升营销能力，充分运用主导产品醒脑静注射液、参麦注射液疗效确切、安全

性高、有很强市场认同的良好基础，不断通过学术推广提升品牌影响力，巩固存量市场份额，拓

宽渠道、突破增量，将公司主导产品的市场份额保持，进而提升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2、坚持安全先行、质量至上、风险管控、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的原则，以质量为依托，树立品牌形象，

满足市场需求，打造环保企业，为公司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一是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加强产



品生产工艺过程控制，通过风险管理确保产品质量。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 GMP 飞行检查及各

级药监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二是重视提高生产效率。通过设备技术改造，持续提升生产设备的

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实现人员合理与精准配置。三是落实全员安全责任，促进企业安全发展。

公司安委会与各部门/车间签订了 2019 年度安全生产责任书，各部门/车间负责人与员工签订了安

全责任书。完成了 1#提取车间酒精浓度监测报警系统新建并投入使用。公司上半年进行安全专项

检查 3 次，每月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按期完成《云南省安监局安全生产监督综合信息平

台大检查长效机制管理系统》的上报工作，上半年共计上报了 80 条安全隐患，整改完成 80 条，

整改完成率 100%。同时，公司以提高全员安全意识为先导，以生命、健康、安全为主线，把“安

康杯”竞赛活动同“安全生产月”和“防范风险化工行”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开展了以“防风险、除隐患、

遏事故。”为主题的投稿活动，组织了有关安全生产的 7 场次专题培训和 5 场次实作培训，举办一

场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和五项安全应急演练竞赛活动，分别进行了泡沫灭火器、消防沙、危化品冲

洗、有限空间逃生、反恐防暴及应急救援等各类应急预案的演练。四是提倡绿色环保理念，建设

环保友好型企业。持续推进清洁生产工作，使用清洁能源天然气作为生产用气动力能源，从源头

降低污染物排放，“三废”达标排放，节能降耗措施有效落实。 

3、着力推进中药注射剂二次开发，提升产品品质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与浙江大学合作完成了参麦注射液化学和药效物质基础研究、体内过程研究、

过敏原筛查、工艺品质提升等研究项目，形成研究报告草案；与四川农业大学、温州医科大学、

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合作，基本完成了麦冬、温郁金、栀子药材的生产及质量研究项目，形成了技

术规程草案和药材内控质量标准草案；天然冰片提取及精制纯化研究项目、醒脑静注射液标准提

高研究等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依托公司刘昌孝院士工作站开展的黄芪注射液再评价中的工艺

改进及质量研究项目进展顺利，已完成黄芪药材质量控制研究阶段的工作；与上海市药检所合作

开展黄芪注射液质量控制研究项目也已完成第三阶段研究工作。 

4、积极配合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工作 

围绕“国家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的总体目标，国家药典委组织开展国家药品标准制修订标

准提高项目，醒脑静注射液生产用的药材郁金、冰片、栀子和胞二磷胆碱注射液被列入 2018 年国

家药典委标准提高立项项目，参麦注射液生产用药材麦冬及亮菌甲素注射液使用的辅料丙二醇被

列入 2019 年国家药品标准提高立项项目，公司积极提供样品并配合各地药检所标准提高的相关工

作。这些工作的开展和推进，将对公司生产优质的产品、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发挥重大的作用。 

5、提升科研实力，完善科研条件 



公司“云南省刘昌孝院士工作站”、“浙江大学-大理药业中药现代化联合研究中心”、与大理

大学合作的“药物研究所、药物研究与开发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均正常运作，为公司的科技创新工

作提供了技术保障。公司科研综合楼正在按计划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整合和提速公司科技研发

功能布局。 

6、完成参麦注射液品种再注册工作 

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获得《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再注册批件》（批件号2019R000006、

2019R000007、2019R000005）。这是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及《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药

品批准文号有效期为五年，在 10ml 参麦注射液、50ml 参麦注射液、100ml 参麦注射液药品批准

文号到期前，企业对其进行再注册申请并获得的再注册批件。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报告正文“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