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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2021-084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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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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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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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73,366,730.02 1,280,462,336.30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504,151.60 108,578,463.68 -2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72,220,250.43 94,685,301.75 -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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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3,702,719.45 79,634,568.01 419.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 2.71% -0.6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574,659,701.30 7,032,834,480.26 -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55,395,921.38 3,893,859,870.09 1.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3,66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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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姜伟 境内自然人 30.58% 431,529,404 386,995,046 质押 386,573,323 

姜勇 境内自然人 8.29% 116,978,400 87,733,800 质押 113,5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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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85,7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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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74,5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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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计划 

其他 2.68% 37,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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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49% 35,17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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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源 2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汤晶媚 境内自然人 0.69% 9,70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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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8% 8,239,014    

曾建锋 境内自然人 0.40% 5,57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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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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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于2021年1月20日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股份数量区间为813.00万股（含）至1,626.00

万股（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3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现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实际回购区间为2021年1月28日至2021年7月9日，累计回购股份

13,601,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0.96%，最高成交价为9.1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03元/

股，成交金额100,188,022.50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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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2021-022、2021-027、2021-052、2021-062、

2021-070）、《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 

2、2021年2月19日公司收到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下发《关于转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

于下达2021年度中医药科学技术研究专项课题立项计划的通知>的通知》（黔中医药函〔2021〕

17号），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下达2021年度中医药科学技术研究专项课题立项计划

的通知》（国中医药科技函〔2021〕18 号），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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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课题编号：GZY-KJS-2021-006）已获立项支持，

要求公司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一步优化课题实施方案，加强课题管理，严格遵守生物

安全和科研伦理等规定，按照课题任务书相关内容做好课题研究，保障课题实施质量，并及

时将课题进展情况向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汇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获得2021年度中

医药科学技术研究专项课题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3、2021年4月7日公司与贵州嘉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黔房开”）签订

《股份转让协议》。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6,100.00万元收购嘉黔房开持有的贵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25,164,536.23股内资股权股。已完成过户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与

关联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 

4、2021年4月7日公司与安顺兰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泰置业””）签订《资

产转让协议》。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20,800.00万元购买兰泰置业拥有的位于贵州省安顺市西

秀区虹山湖路东侧的“百灵温泉酒店”项目资产组。已完成过户手续。 

2021年7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

公司增资的议案》和《关于修改全资子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拟使用“百灵温泉酒店”

项目资产组对全资子公司贵州百灵企业集团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药科技”）进

行增资，作价20,800.00万元，百灵温泉酒店将由中药科技进行经营管理。2021年7语文16日

中药科技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安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2）、《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关于全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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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5、2021年5月25日，公司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签订《技术开发（合作）合

同》，双方拟共同参与医疗机构制剂“糖宁通络片”项目的研究和开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签订<技术开发（合作）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6、2021年6月8日，公司与兰溪瑞康医院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作）合同》，双

方拟共同参与医疗机构制剂“糖宁通络片”项目的研究和开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签订<技术开发（合作）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 

7、2021年6月8日，公司与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签订《技术开发（合作）

合同》，双方拟共同参与医疗机构制剂“糖宁通络片”项目的研究和开发。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签订<技术开发（合作）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 

8、2021年7月29日，公司与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签订《技术开发（服务）合同》。合作各

方就共同参与苗药医疗机构制剂糖宁通络片及乳膏治疗糖尿病足病的临床研究。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签订<技术开发（服务）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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