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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2021-039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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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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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

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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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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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贵州百灵集团 

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路 212

号贵州百灵集团 

电话 0851-33415126 0851-33415126 

电子信箱 niumin1804@126.com chenzhib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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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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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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已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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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荣

登“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 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公布了“2020年度非处方药企业及产品榜”，

凭借着强劲的企业综合实力及出色的产品市场表现，公司进入“2020年度中国非处方药生产企

业榜”前15强。同时，公司产品咳速停糖浆/胶囊、金感胶囊、维C银翘片、双羊喉痹通颗粒及

小儿柴桂退热颗粒等10款产品入选各类别产品榜荣誉，上榜品种逐年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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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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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风险管控能力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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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087,888,201.

57 

2,850,585,250.

74 

2,850,585,250.

74 
8.32% 

3,136,843,231.

96 

3,136,843,231.

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2,375,357.74 291,384,226.24 282,748,962.12 -46.11% 563,238,885.60 563,238,88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068,232.38 230,240,541.18 221,605,277.06 -65.67% 555,185,325.81 555,185,325.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1,779,655.70 467,413,827.87 467,413,827.87 -50.41% 

-157,445,351.9
6 

-157,445,351.9
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1 0.20 -45.00% 0.40 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1 0.20 -45.00% 0.39 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4% 7.34% 7.13% -3.29% 15.53% 15.5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7,032,834,480.

26 
7,058,918,161.

15 
7,048,928,686.

43 
-0.23% 

5,976,300,488.
70 

5,976,300,488.
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893,859,870.

09 

4,060,542,836.

03 

4,051,907,571.

91 
-3.90% 

4,060,542,836.

03 

4,060,542,836.

0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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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该项会计政

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对联营企业重庆海扶对外销收入确认时点等进行梳理，调整 2019 年期初及 2019 年度当期财务报表，公司进行差错

更正，本项差错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期采用追溯重述法对该项差错进行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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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241,684.86 503,220,651.44 735,364,619.49 1,072,061,24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391,446.39 24,187,017.29 52,432,439.28 -8,635,5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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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187,162.39 10,498,139.36 50,159,715.53 -68,776,784.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759,676.32 131,394,244.33 -10,713,358.97 162,858,4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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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7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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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6% 515,993,395 515,993,395 质押 442,594,732 

姜勇 境内自然人 8.29% 116,978,400 116,978,400 质押 108,8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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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66,471,000    

申万宏源证券

－证券行业支

持民企发展系

列之申万宏源

FOF 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证

券行业支持民

企发展之申万

宏源 2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10% 43,676,876    

信达证券－招

商银行－证券

行业支持民企

发展系列之信

达证券裕呈 2

号集合资产管

其他 2.80% 39,58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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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计划 

海通证券资管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证券行业支持

民企发展系列

之海通证券资

管 1 号 FOF 单

一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00% 28,224,000    

中金公司－中

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证券行业支持

民企发展系列

之中金 1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00% 28,224,000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7% 15,164,046    

易方达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资

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62% 8,801,700    

战略投资者或

一般法人因配

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

况（如有）（参

见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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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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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国际政治、经济、卫生健康及各

行各业的生产经营等诸多方面造成极大的影响，也对医药行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

战。一方面，疫情前期给医药制造企业造成了物流受阻、原材料短缺、复工复产等困难，经

营受到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疫情也唤醒了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医疗健康领域受到了广泛

关注，健康消费需求进一步放大。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医药对新冠肺炎患者治疗的深度参

与，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效果，获得了广大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激起

了社会对于中医价值的重新定位和认识，彰显了中华传统中医的独特魅力，以中医为特色的

健康产业迎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机遇。通过相对有效的疫情防控，我国成为2020年全球主要

经济体中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艰苦奋

战下，疫情在国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受疫情影响，医药行业增速放缓，但医改的步伐并未

因疫情影响而停滞，各项既定政策按计划实施的同时，新政策也不断出台，带量采购扩大、

医保目录调整、分级诊疗推进、DRG试点、互联网医疗发展、医药代表备案管理等相继出台，

均对医药行业未来的发展均产生深远影响。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战略目标与

年度经营计划，积极面对，一方面，准确判断形势，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在做好防控疫情的

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科学组织复工复产，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公司经营及发展带

来的不利影响，并积极把握外部环境变化带来市场机遇。由于受疫情、销售费用增加和信用

减值损失增加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公司盈利未达预期，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0.88亿元，同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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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8.32%，实现净利润1.5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6.11%。 

报告期公司业绩增幅下滑的主要原因为：1、2020年因疫情影响，医药市场感冒、咳嗽、

清热解毒和退热类产品的销量被严格管控，公司主要产品咳速停糖浆及胶囊、金感胶囊、小

儿柴桂退热颗粒、双羊喉痹通颗粒等产品的销量受影响较大，公司产品结构发生较大变化；2、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强化市场建设，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大促销力度，销售

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6,508.90万元；3、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与其他应收款按照账龄组合

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的坏账损失增加，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5,700.03

万元；4、公司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投资参股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本报告期经

营实现盈利）、金融工具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等增加，报告期内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7,617.22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有： 

1、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之下，作为全国苗药龙头企业，公司牢记作为医药企业的使命，有坚守、有担当，

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通过发挥

自身优势、调动各方资源，第一时间做好各项防控工作，践行社会责任。疫情初期公司已启

动应急生产工作，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优先、满负荷生

产防疫急需药品，保障疫情防控药品的及时、稳定供应，全力以赴支援疫情防控战，筑牢人

民健康防护墙。2020年2月，公司向贵州省安顺市红十字会捐赠了包括口罩、消毒酒精、防护

服、护目镜等防控应急物资，价值509万元人民币，助力安顺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时光逝去，

但经历不会被遗忘，贵州百灵秉承的“专精于药、专注于人”的核心价值观也将被每一位百灵

人牢记。2021年1月8日，贵州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贵阳召开，凭借在抗疫工作中

的突出表现和重要贡献，公司被授予“贵州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公司也

是为数不多的获此荣誉的民营企业。 

2、持续加强营销体制改革和创新 

报告期，公司围绕疫情背景下营销模式的全面再造以及管理模式、管理体系的创新突围

开展全年工作，致力于产品品牌的健康良性和可持续发展，以规范渠道管控、下沉销售重心、

创新产品宣传活动、重塑价格秩序、运用大数据营销、优化内部结构调及精细化管理为抓手，

实现新环境下的管理突围。报告期公司持续强化市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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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管理构架，梳理业务流程。公司将业务版块整合成商务部、零售部与市场部三部分，

对外设置垂分一体的商务体系，逐步建立良性渠道秩序。以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进行全

省覆盖，利用连锁强势资源，推进战略合作，按销量划分区域，实行梯次开发，为市场的增

长做好准备。 

3、盈利能力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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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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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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仍持续推进，正在准备申报后续临床研究工

作。 

2021年2月，由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公司共同承担的“苗药糖宁通络片防治糖尿病及

视网膜并发症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和机制探讨”研究课题，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复（国中医

药科技函〔2021〕18号），正式成为国家级科研课题。此次多中心临床研究将由厦门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及公司为联合项目承担单位，联合北京、上海、四川、福建等多地医疗机构及权

威专家，按照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平行、多中心的循证医学方式，开展糖宁通络对糖

尿病及视网膜病变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探索糖宁通络对糖网超早期危险因素的预防机制等

三项研究。项目旨在更广更深地推进糖宁通络针对糖尿病及视网膜病变的临床研究应用，以

扎实的临床数据为基础，加快填补临床治疗及预防用药空白，为更多糖尿病及糖网患者服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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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并完成了多条生产线GMP再认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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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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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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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6,609,599.28 1,280,252,395.81 57.56% 9.59% 21.1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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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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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联营企业重庆海扶对外销收入确认时点等进行梳理，调整2019年期初及2019年度当期财务报

表，公司进行差错更正，本项差错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期采用追溯重述法对该项差错进行了更正。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及累计影响数为：长期股权投资-9,989,474.72元；应交税费-1,354,210.60

元；盈余公积-863,526.41元；未分配利润-7,771,737.71元；营业外收入-9,028,070.67元；投资收益-961,4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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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所得税费用-1,354,210.60元；净利润-8,635,264.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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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签订<投

资协议书>的议案》，公司拟将持有成都赜灵23.50%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1,567万元，实

际出资0元）以人民币0元的价格转让给由陈俐娟或陈俐娟所控制的其他主体。公司以“肿瘤

靶向治疗药物 GZ50”、“抗血液系统肿瘤药物注射用甲磺酸普依司他”知识产权（包括专利

技术成果）按评估价作价人民币 7,334 万元对成都赜灵进行增资。四川华西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陈俐娟共同以“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炎症性肠病（IBD）和类风湿关节炎（RA）的选择性 

JAKs 小分子抑制剂药物”、“治疗脓毒症及多发性硬化症的 RIPK1/2 抑制剂药物 ZL-24”、

“靶向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 3（NLRP3）炎性体抑制剂药物”三个 1 类创新

药品种及全部知识产权按评估价作价人民币9,000万元对成都赜灵进行增资，其中，四川华西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占评估价的10%，即人民币900万元，陈俐娟占评估价的90%，即人民币8,100

万元。成都赜灵已于2020年12月进行董事会改选，并于2021年1月2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2020年11月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

让的议案》，公司拟以 312.18 万元转让持有的大健康医药12%的股权给安顺市大健康医药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医投），拟以390.23万元转让持有的大健康医药15 %的股权给云

码通数据运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码通）。股权转让后，大健康医药的股东持股情况

为：公司持有40%，安顺医投持有45%，云码通持有15%。大健康医药已于2020年12月进行董事

会改选，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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