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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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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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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化金马 股票代码 00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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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伟林 刘红光 

办公地址 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金马路 999 号 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金马路 999 号 

传真 0435-3907298 0435-3910232 

电话 0435-3907298 0435-3910232 

电子信箱 thjmjt@163.com thjmjt@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用途  

    本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及子公司产品涵盖抗肿瘤、微生物、心脑

血管、清热解毒、消化系统、骨骼肌肉系统、妇科系统、神经系统等多个领域。母公司的主导产品主要包括复方嗜酸乳杆菌

片、风湿祛痛胶囊、消癌平注射液、芩石利咽口服液等。子公司圣泰生物经营的品种主要集中在骨多肽类、脑保护剂化学药、

心脑血管中成药、清热解毒类以及儿童呼吸系统中成药等五类药品领域，在同类产品零售市场建立了一定的市场地位，主要

产品为骨瓜提取物制剂、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制剂、血栓通注射液、清开灵片及小儿热速清颗粒。子公司永康制药生产的药

品种类主要系中成药，用于治疗腺体增生、炎性疾病、骨外伤及软组织损伤等相关疾病，主要产品包括小金丸、天然麝香小

金丸、消咳喘胶囊、九味羌活颗粒、元胡止痛分散片、温胃舒片等。子公司源首生物主导产品蜡样芽孢杆菌活菌胶囊、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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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孢杆菌活菌片为治疗用生物活菌微生态制剂，主要用于治疗肠炎、腹泻、婴幼儿腹泻及肠功能紊乱。 

    （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采取“以产定购”的模式，根据生产计划、库存情况及原材料市场情况进行采购。 

    2、生产模式  

    本公司的产品生产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严格按照国家GMP规定组织生产。每年初，生产部门根据各销售部门制订

的年度销售计划并结合库存周转及实际生产情况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在此基础上，生产部门每月根据各销售部门汇总的各销

售大区下月销售计划并结合库存数量等制订下月各周的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在执行生产计划过程中若出现特殊情况，通过上

报审批可以适当调整生产计划。在生产过程中，技术部负责具体产品的生产流程管理；质量保证部对关键生产环节的中间产

品、半成品的质量进行检验监控，以保证不合格中间品不流入下一道工序；质量控制部对产成品按国家药品标准进行质量检

验，以确保出厂产品的质量。  

    3、销售模式  

    公司营销中心设立六大事业部：医学事业部以等级医院直营、民营医院开发、院外营销推广、学术体系建设为主体。商

务事业部致力于打造商业平台，建立进销存服务及管理体系。控销事业部致力于控销、KA连锁开发，结合线上线下，树立产

品品牌及企业品牌，市场触角触及县级市场及乡镇市场。招商事业部致力于大招商。电商事业部致力于利用互联网技术，开

展网上销售。行销事业部主要是针对国家医药市场政策变化，组建的试点队伍，探索新的营销模式。 

    （三）报告期内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公司持续完善内部管理，健全内部控制，以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的能力；公司在加大内部产品潜

力挖掘的同时，持续加大销售产品的广告宣传、市场推广力度，使公司销售能力进一步提升。并且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

的提高，城市和农村医疗保险覆盖率和支付率的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医疗体系改革深化等多种因素，均推动医药行业保

持持续、稳定的增长趋势，也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四）行业发展情况 

    2019年，由于受医保目录调整、重点药品监控、两票制、带量采购等政策和市场因素影响，医药行业发展持续承压。受

此影响，行业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剧。但是，医药产品的刚需基础牢固。受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社会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扩

大、城镇和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进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提振，医药行业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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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206,434.29 2,094,549,374.90 -5.60% 1,521,410,29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1,890,393.46 330,858,116.24 -717.15% 257,879,25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80,704,056.63 204,684,082.46 -1,116.54% 245,507,558.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861,078.98 170,722,975.82 -56.15% 26,434,194.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1 0.34 -720.59%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1 0.34 -720.59%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92% 7.28% -65.20% 6.0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4,698,048,449.36 5,997,069,913.93 -21.66% 5,726,837,49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30,930,917.49 4,711,657,322.38 -44.16% 4,380,799,2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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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397,546.32 507,348,498.37 487,369,808.98 573,090,5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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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931,985.61 67,330,867.27 40,023,714.57 -2,200,176,96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683,222.82 56,966,543.15 35,381,300.15 -2,213,735,122.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776,462.86 103,977,596.77 24,025,764.25 10,634,1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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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1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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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晋商联盟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98% 

241,464,94

4 
212,173,544 质押 241,464,944 

于兰军 境内自然人 19.66% 
190,000,00

0 
0   

苏州仁和汇智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5% 30,441,400 0   

苏州晋商联盟

陆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5% 28,559,201 28,559,201 质押 28,245,747 

通化市永信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2.07% 20,000,000 0 质押 10,000,000 

苏州晋商联盟

柒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4% 18,737,517 18,737,517 质押 18,730,000 

山西赢思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4% 13,900,000 0   

晋商联盟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7% 12,280,477 0 质押 3,000,000 

武慧 境内自然人 0.74% 7,135,100 0   

李淑华 境内自然人 0.63% 6,122,40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北京晋商联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晋商联盟陆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晋商联盟柒

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除此在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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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通化市永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000,000 股，普通账户持有

本公司股票 10,000,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0,000,000 股。股东李淑华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263,3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859,102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6,122,40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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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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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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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完成了新旧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有效化解了股东的债务风险，防止股东债务风险传导至上市公司。公司董

事会调整后，面对一系列不利因素，制定了“整顿、改革、发展”的工作方针，调整经营思路，围绕构筑综合医疗+综合医

药制造架构，主动化解积弊，大胆改革，不断夯实公司未来发展的基础，努力拓展大健康产业领域。 

1、主要经营情况：根据国家医药相关政策变化，本着谨慎原则，公司本期计提商誉减值2,056,320,338.21元，该项减

值涉及公司已收购子公司的主要产品，受此影响，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977,206,434.29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60%；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41,890,393.46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17.15%。 

2、市场营销方面：报告期内，由于受医保目录调整、重点药品监控、两票制、带量采购等政策和市场因素影响，医药

行业发展持续承压。为了减轻政策变化对公司营销工作的冲击，公司不断规范营销管理，加大应收账款清收；加强内部管理

监督，构建合理管理体系；优化销售团队，提高执行力；加强学术推广投入力度，依托各级医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进行产品

宣传和推广，提高产品认知度，树立公司学术品牌形象。 

3、生产与质量方面：公司始终践行“质量第一”的药品生产理念，实施全过程质量管理，将药品质量落实到从物料采

购、生产、检验、储存、运输等各个环节，强化风险过程控制，保持 GMP 常态化管理；公司持续进行 GMP 培训，全面推行

质量风险管理的理念，通过生产过程中间监控、设备设施优化等手段，不断强化 GMP 管理；根据公司市场营销需求，合理

安排各车间生产作业，在药品原辅材料，尤其是中药材市场价格上升的不利因素下，公司采购部门在保证产品质量，符合GMP

要求的同时，以选择质优为标准，通过招标比价等多种方式，利用上市公司规模效应，提高议价能力，竭力降低采购成本，

保证公司安全、环保、高质量地完成生产任务。 

4、科研开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在新药研发、中药二次开发及中药质量标准研究与提升、生产工艺验证、技术创新

管理体系建设、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开展了大量有效工作，不断提升公司科技创新能力及水平。公司继续推进化药1.1类新

药琥珀八氢氨吖啶片III期临床试验，报告期已入组病例近400例。 

5、新领域方面：基于工业大麻价值和市场形势的分析，报告期公司围绕工业大麻进行产业布局。公司先后与吉林省农

业科学院、 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政府，及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人民政府、黑龙江省科学院签订《工业大麻合作项目协议》，

探索及拓展在工业大麻领域的育种、种植、提取、深加工方面的深度开发，实施工业大麻科技成果研发与转化。为加快推动

公司在工业大麻领域的布局，公司投资设立了黑龙江圣泰汉麻科技有限公司，重点规划发展工业大麻的种植业；投资设立了

哈尔滨圣泰汉麻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利用圣泰生物的生产加工条件，使种植产品向深加工转化，促进产业

链的完整和延伸。工业大麻产业链布局，可与公司现有的中成药、生化药、以及治疗阿尔茨海默综合症的1.1类新药可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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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协同效应，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需要，有利于拓宽公司的经营领域，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6、产业整合方面：为拓宽公司的业务领域，向医疗产业下游延伸，寻求和完善公司长远发展产业布局、提升综合竞争

力。2019年1月1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继续推进收购五家综合医院的控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2019年11月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

四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

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公司拟向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圣泽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支付

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85%股权、双鸭山双矿医院有限公司85%股权。经各方协商，本次交易的初步对

价为153,000万元，最终将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各方

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予以确定。在本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后，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结果进一步补充

完善，形成《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并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 

7、健全和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方面：公司继续致力于建立治理规范、分工明确、权责统一、协同高效的内部管理体系，

通过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内部管控能力，夯实管理基础，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公司通过严格预算、强化核算、精控成本，提

升财务信息服务质量等举措健全内部约束机制，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实现增收节支；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本着

对公司负责对股东负责的态度，勤勉履职尽责，独立、客观、审慎地对公司业务发展、经营管理及重大事项发表自己的专业

意见和观点，切实有效地维护了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8、人才培养和企业文化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引进高素质人才，丰富人才储备。同时，培训提升公司现有人员，

改善人才结构，通过搭建科学合理的薪酬管理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有效激励员工不断改善工作方法和工作品质，持续不断

地提高组织工作效率，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与保障；加强干部队伍素质建设，在发挥好引导作用上聚力用劲，

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推动各项工作全面加强、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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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453,572.11 536,239,916.75 70.33% 15.09% 22.98% 4.51% 

化学药 1,205,353,998.12 1,095,448,522.86 90.88% -14.72% -15.83%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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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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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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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

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

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负

债）”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董事会决议 本期无影响 

2、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董事会决议 本期无影响 

3、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决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649,65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649,650,000.00 

4、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 

董事会决议 本期无影响 

5、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决议 本期无影响 

6、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决议 本期无影响 

7、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至“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债务工具）”。 

董事会决议 

应收票据减少：49,343,427.53元 

应收账款减少：0.00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49,343,427.53元 

8、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债务工具）”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准备。 

董事会决议 

留存收益：减少38,836,011.43元 

应收账款：减少45,689,425.21元 

其他应收款：减少0.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6,853,413.78元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0.00元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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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

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

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

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决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49,343,427.53 元； 

“应收账款”本期金额739,509,887.32元，上期金额636,589,591.03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 0.00元； 

“应付账款”本期金额173,254,816.58元，上期金额175,408,247.56元。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增“其

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董事会

决议 
本期无影响 

（3）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8号），

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

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

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号），修订后

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

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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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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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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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对外投资设立黑龙江圣泰汉麻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圣泰汉麻科技有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上述两家公司。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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