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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8                           证券简称：吉药控股                           公告编号：2020-051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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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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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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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药控股 股票代码 3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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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龙 王衍 

办公地址 吉林省梅河口市环城北路 6 号 吉林省梅河口市环城北路 6 号 

传真 0435-3751886 0435-3751886 

电话 0435-3752903 0435-3752903 

电子信箱 liulong300108@163.com wangyan300108@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现主要业务以医药大健康产业为核心，形成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含药品零售）、医药研发、医疗医养、医药产业

投资等医药大健康产业集团企业，医药工业主要以生产中西成药、生物制药、健康食品等。涵盖了中西成药片剂、胶囊剂、

蜜丸、水蜜丸、糊丸、浓缩丸、颗粒剂、合剂、糖浆剂、乳膏剂、原料药、滴丸剂、滴眼剂、小容量注射剂、软膏剂等15

个剂型。本报告期公司现有国药准字号药品近170个品规，其中国家医保产品有：复方熊胆滴眼液（乙;独家）、止痛化癥胶

囊（乙）、辣椒碱（乙）、宁心宝胶囊（乙）;清热解毒颗粒（甲）、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乙）、六味地黄丸 （甲）、抗

骨增生片（乙）、明目地黄丸（甲）、更年安胶囊（乙）、益母草颗粒（甲）、西黄丸（乙）、脑立清丸（乙）、胃康灵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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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乙）、心可宁胶囊（乙）、朱砂安神丸（乙）、人参归脾丸 （乙）、桂附地黄丸（乙）、杞菊地黄丸（甲）、百合固

金丸（乙）、人参健脾丸(乙）、补中益气丸（甲）、蛇胆川贝液（甲）、附子理中丸（甲）、龙胆泻肝丸（甲）、板蓝根

颗粒（甲）、牛黄上清丸（甲）、牛黄清胃丸（乙）、藿香正气水（甲）、银翘解毒合剂（乙）、感冒清片（胶囊）（甲）、

复方丹参片（甲）等；国药准字OTC药品文号（含甲类和乙类）100个；全国独家国药准字号药品6个；在研国家新药2个，

其中原料药3个。 

（一）医药板块 

公司医药板块业务主要由医药工业全资子公司吉林金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普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普华克胜

药业有限公司（控股）、吉林海通制药有限公司（参股）、医药商业全资子公司吉林金宝医药营销有限公司、吉林利君康源

药业有限公司、深圳业高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和控股医药商业公司辽宁美罗医药经销有限公司、远大康华（北京）医药有限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药用胶囊工业企业浙江亚利大胶丸有限公司组成医药板块的体系。 

1.医药工业目前主要业务为中西成药生产为主，治疗范围为： 

治疗范围或药品类别 主要产品名称 产品备注 

妇科疾病 参茸鹿胎丸 全国独家、蜜丸 

参茸鹿胎丸 全国独家、水蜜丸 

止痛化癥胶囊 国家医保，妇科用药（消肿散结剂） 

眼科产品 复方熊胆滴眼液 全国独家，全国医保 

眼氨肽滴眼液 青少年假性近视 

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老年白内障、OTC 

近视乐眼药水 青少年假性近视、OTC 

中药抗病毒流感、感冒 清热解毒颗粒 国家医保、国家基本药物 

热毒平颗粒 OTC 

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OTC、国家医保 

炎热清颗粒（无蔗糖） 中药消炎 

感冒灵颗粒  

呼吸系统 羚贝止咳糖浆  

咽炎片 OTC 

盐酸美司坦片 OTC、化痰类 

风湿骨痛 通络止痛药酒 OTC、全国独家 

复方硫酸软骨素片  

 附马开痹片 全国独家 

 消尔痛酊 全国独家OTC 

皮肤外用 辣椒碱乳膏 止痛、外用，国家医保 

丹皮酚软膏 皮肤、外用、OTC 

心脑血管 脑塞通丸  

益心酮滴丸  

宁心宝胶囊 国家医保 

人参茎叶总皂苷胶囊 OTC 

胃肠道 胃蛋白酶口服溶液 OTC 

胃痛平糖浆  

人参药酒 OTC 

补肾补益类 六味地黄丸 国家基本药物、OTC 

三肾丸  

蛹虫草胶囊 保健食品 

仙灵脾颗粒  

补肾强身胶囊 OTC 

杞菊地黄丸 OTC、国家医保 

桂附地黄丸 OTC、国家医保 

 

    2、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原医药板块业务一直围绕医疗渠道向OTC终端的转型，并进行加速调整，针对医药市场的医疗产品“两

票制”、处方药销售及终端OTC产品销售趋势，调整公司生产产品结构，压缩毛利低的产品生产规模和调整销售渠道，加紧

调整经营渠道和经营计划。报告期内，公司的战略任务全面实施产品终端OTC营销战略，扩大与连锁药房等终端批发零售企

业的合作，实施省级终端纯销医药商业公司营销网络的搭建，加强重视分级诊疗给终端产品带来的新机遇。围绕战略任务制

订的各项经营计划，已经全面展开、按计划推进。报告期内，公司的医疗渠道产品下降趋势进一步增加，终端产品销售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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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销售转型期内存在调整医疗产品价格，销售费用增加幅度较大。 

报告期内，普华制药并购后加大了带动全公司终端产品的销售渠道，加大终端销售力度，与公司整体的管理协调、销售

协同效应明显，下一步将加快销售协同性整合，利用普华制药原OTC销售团队与全公司OTC销售产品进行融合，临床医疗产

品与公司原医疗销售渠道相互融合，进一步凸显终端销售的占比。未来公司将全部以终端销售渠道为主要渠道。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药品销售渠道管控力度，逐步收紧信用政策，控销产品进入良性循环，逐步淘汰低附加值产品，

有效降低库存量。成品药业务继续以夯实高附加值产品为主，凸显产品价值为工作核心。应收在途货款目前主要由医疗产品

形成，并且产品转型后，公司药品销售业务主要围绕着实施三级控销管理，利用省级纯销商业公司平台搭建，逐步完善产品

结构。原结款期限滞后，在加大应收货款催收力度的同时，不断的缩短账期，逐步实现现款销售。 

报告期内，医药商业稳步销售扩张，稳定销售产品，加强配送和终端销售的融合。逐步实现地方区域优势的医药商业，

与大型商业实现区域互补和差异化经营。 

报告期内，药用胶囊的销售范围逐步增加，已经完成多省的销售布局，并与公司药品销售队伍实现逐步对接，实现胶囊

销售的网络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建设的“瑞斯贝妥生产线基地项目”目前工程部分已经结束，原料药部分已经全部完成，地拉韦啶分散

片和甲磺酸地拉韦啶原料药中试产品已经完成，BE实验已经进行。产品将进行稳定性考察和加速试验阶段，按照目前的进

度，在完成增加适应症基础上，力争年底前完成资料汇总并形成上报资料。 

  报告期内，公司正在建设的三甲标准的新华国际综合医院项目，主体工程全面建设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正常研发的地夸磷索钠和地夸磷索原料药正在研发过程中，目前在进行原料药稳定性考察，准备申报。

所有单剂量和多剂量制剂将及相关研究资料计划将在2020年底完成。 

    （二）化工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化工板块运营稳定，销售产品逐步向好。 

    1、主要业务 

通化双龙和江西双龙主要以高分散白炭黑系列产品的生产为主，生产的 HTV硅橡胶用高分散沉淀法白炭黑产品和高档涂料

用系列高分散白炭黑（消光剂）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的排名靠前。公司为国内最早生产白炭黑的企业之一，也是国内定点

国防化工用沉淀法白炭黑定点生产企业之一。 

    2、主要产品和核心技术 

通化双龙和江西双龙化工产品主要用于硅橡胶、食品填加剂、绿色轮胎等行业，作为一种填加剂对产品起到填充及补强的作

用。公司自主研发了中高档硅橡胶专用高分散白炭黑、消光剂系列高分散白炭黑、塑料薄膜开口剂用特种白炭黑等产品，拥

有沉淀法白炭黑比表面积控制技术、PE 隔板用白炭黑的制备技术、三级风送产品粉碎技术、白炭黑表面处理技术、白炭黑

的除铁技术、反应过程中的 pH值控制技术、消光剂扩孔技术、白炭黑生产过程的热综合利用技术、白炭黑生产的节能减排

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经国家级权威机构检测和专家鉴定，公司主要产品品质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公司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

ISO9001认证；产品质量通过SGS检测，符合欧盟“ROHS指令2002/95/EC”标准及后续修正指令要求。目前生产的高分散白炭

黑在市场中属于高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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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807,539.96 942,251,629.65 13.11% 700,439,09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71,791,468.01 216,659,914.80 -917.78% 202,464,04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6,364,673.01 45,166,422.57 -3,590.13% 99,239,185.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689,512.07 43,181,115.38 392.55% 48,900,018.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66 0.33 -906.06%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66 0.33 -906.06%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26% 10.43% -143.69% 10.8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237,850,160.93 4,852,817,985.94 -33.28% 3,154,645,19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7,063,797.56 2,207,791,166.44 -82.92% 1,948,751,985.34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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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392,674.72 278,406,625.34 277,486,002.97 210,522,23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883,003.58 -7,879,981.63 -8,840,344.21 -1,783,954,14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43,040.55 -8,240,860.18 -23,262,298.36 -1,550,204,555.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559,901.94 -9,522,503.14 46,180,260.50 -8,528,1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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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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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忠奎 境内自然人 23.09% 153,778,980 -5,500,000 质押 152,632,573 

孙军 境内自然人 19.13% 127,388,759 33,400,000 
质押 126,434,749 

冻结 127,388,759 

吉林省现代农

业和新兴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33,300,660 -5,092,700   

汇安基金－浦

发银行－江海

证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3% 28,192,980 -90,600   

梅河口金河德

正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6% 19,685,444 -13,320,292 质押 19,685,444 

上海国药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6% 11,690,177 -19,980,314   

王平平 境内自然人 1.53% 10,212,915 -266,650 质押 10,000,000 

叶晖 境内自然人 1.34% 8,952,000 -5,047,712   

黄克凤 境内自然人 1.14% 7,605,000  质押 6,210,000 

叶佳 境内自然人 0.75% 5,018,6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黄克凤为控股股东卢忠奎先生的配偶 。公司未知其余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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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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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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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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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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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第十二节、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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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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