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并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具备证券从业资格以及

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并且具有较为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管理制度、
充足的注册会计师资源，资信状况良好。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继续聘任立信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
机构，聘期一年，并于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
实际业务情况，参照有关标准与立信商定审计费用并签署审计协议。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伦博士于 1927 年在

上海创建，1986 年复办，2010 年成为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
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 立信是国际会计网络 BDO 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
务业务，新证券法实施前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具有 H 股审计资格，并已向
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注册登记。

2.人员信息
截至 2019 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 216 名、注册会计师 2266 名、从业人员总数

9325 名，首席合伙人为朱建弟先生。立信的注册会计师和从业人员均从事过证券服
务业务。 2019 年，立信新增注册会计师 414 人，减少注册会计师 387 人。

3.业务规模
立信 2018 年度业务收入 37.22 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34.34 亿元，证券业务

收入 7.06 亿元。 2018 年度立信为近 1 万家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包括为 569 家上市
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具有上市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4.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止 2018 年底，立信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1.16 亿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

偿限额为 10 亿元，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立信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立信

2017 年受到行政处罚 1 次，2018 年 3 次，2019 年 0 次；2017 年受到行政监管措施 3
次，2018 年 5 次，2019 年 9 次，2020 年 1-3 月 5 次。

（二）项目组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姓名 执业资质 是否从事过证券
服务业务

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年
限

项目合伙人 陈科举 注册会计师 是 13年

签字注册会计师 王宏杰 注册会计师 是 9年

质量控制复核人 姚丽强
注册会计师、注
册税务师、法律

从业资格
是 13年

（1）项目合伙人从业经历：
姓名：陈科举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07年 10月至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合伙人

（2）签字注册会计师从业经历：
姓名：王宏杰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11年 9月至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高级经理

（3）质量控制复核人从业经历：

姓名：姚丽强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07年 6月至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合伙人

2.项目组成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

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上述人员过去三年没有不良记录。
（三）审计收费
1.审计费用定价原则
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 综合考虑参与工

作员工的经验和级别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定价。
2.审计费用同比变化情况

2019 2020 增减%

收费金额（万元） 50
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审计
工作量及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其年度
审计费用

—

三、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审批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立信有关资格证照、相关信息和诚信记录，认为

其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准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切实履行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认可立信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
能力，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并
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在

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能够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

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财务审计工作。 因此，我们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关于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经审核，我们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独立的法
人资格，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会计报表审计资格及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
富经验和职业素养，在以往与公司的合作过程中，为公司提供了优质的审计服务，
对于规范公司的财务运作， 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
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勤勉、尽职，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
见。 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同意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0 年度的审计机构，并同意将《关于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3.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续聘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

系方式，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1）2017 年 7 月 5 日， 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

[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
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
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3）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
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下称“《修订通知》”），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要求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 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
的合并财务报表。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2017]22 号、财会[2019]16 号、财会[2019]8 号及新金融

工具准则等相关规定。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
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执行上述会计政策。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

司无需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8 年度相关财务
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不会对

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

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客

观地为投资者提供更准确会计信息，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会计政策变更相关事项审查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议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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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86,670,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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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龙药业 股票代码 00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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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杰 孙鑫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灞柳二路
2801号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灞柳二路
2801号

电话 029-83338888-8832 029-83338888-8832

电子信箱 1970wujie@163.com 1970wujie@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是集药材 GAP 种植、药品生产、研发、销售及医药物流为核心产业的现代

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所经营药品品类丰富，以聚焦风湿骨伤类为主，代表产品盘龙
七片为公司主导品种，同时涵盖肝胆类、心脑血管类、妇科类、抗肿瘤类、儿科类等
多个治疗领域。公司目前拥有生产的药品共涉及 8 个剂型和 1 个原料药、74 个药品
的生产批准文号和 2 个保健品及 1 个保健用品， 其中盘龙七片等多个品种进入
《2019 版国家医保目录》，主导产品盘龙七片为医保甲类品种。 37 个品种被列入非
处方药（OTC）品种目录（甲类品种 17 个，乙类品种 20 个），舒筋活血片、杞菊地黄
胶囊、六味地黄胶囊、生脉颗粒等 17 个品种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
公司药品生产车间均已通过了国家新版 GMP 认证，也为上述品种的生产供应提供
保证，有利于公司产品进一步覆盖各级医疗机构，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疾病防治用
药需求， 对公司今后拓展该产品市场和扩大销售以及公司长远发展都将产生积极
作用。

（二）主要产品情况
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拥有 4 个独家品种： 盘龙七

片、盘龙七药酒、金茵利 胆胶囊和克比热提片，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方醋酸
棉酚片原料药。

1.盘龙七片
盘龙七片为公司独家、国家医保甲类品种，由二十九味中草药组成，其中盘龙

七、 壮筋丹、 过山龙、 珠子参等十三味稀有道地药材， 均为生长在秦巴山区海拔
1,800 米以上的独有的天然名贵中草药。 曾入选中药保护品种，功能主治为活血化
瘀、消肿止痛、祛风除湿，临床中广泛用于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腰肌劳损、软组
织损伤骨折等病症所表现的疼痛、肿胀、麻木、活动受限均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经
循证医学研究证实，盘龙七片具有强力镇痛、全面抗炎、改善骨代谢、促进局部微循
环的作用，分别被《类风湿关节炎病症结合诊疗指南》、《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南风湿
病分册》、《膝骨关节炎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教授主编、国
家“十一五”重点图书《疼痛学》列为推荐药品，同时被评为 2019 年度“中国家庭常
备风湿骨病用药上榜品牌产品。

2.盘龙七药酒
盘龙七药酒为公司独家生产品种，是由盘龙七、珠子参、八里麻、红花、杜仲、白

毛七、重楼、牛膝 等三十味中草药精制而成。具有活血化瘀，祛风除湿，消肿止痛的
功效。 用于风湿性关节炎，跌打损伤， 腰肌劳损，软组织损伤等的治疗。

3.金茵利胆胶囊
金茵利胆胶囊为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家生产品种，精选金钱草、茵陈、

郁金、枳壳四味药材组方而成，具有清热利湿、疏肝利胆功效的纯中药制剂。 经药理
学实验证实，本产品能够提高胆汁中结合胆酸含量，溶解过多的胆固醇以优化胆汁
为基础，解决胆石症患者疼痛、发热、黄疸及结石复发等问题，同时具有抗肝细胞脂
肪变性作用，可有效预防脂肪肝的发生。 与市面上同类药相比，该产品通过浸膏制
备工艺生产而成，有效成分含量高。 同时，产品组方中不含泻下成分，可有效减少对
患者的胃肠道不适和刺激，长期服用安全有效。

4.克比热提片
克比热提片为公司独家生产的民族医药品种， 功能为清理血液， 临床用于疥

疮，淋巴结核，肛瘘，各种皮肤癣等疾病的治疗。 本品在维医理论支撑下组方而成，
针对常见的皮肤癣治疗效果显著，具有快速止痒、杀虫、抑菌抗炎作用，弥补了治疗
同类疾病口服药较少的市场空缺，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配合其他药物、外用药膏
等快速使用。

5.复方醋酸棉酚片及原料药
公司拥有生产醋酸棉酚原料药的自主知识产权。 复方醋酸棉酚片主要通过抑

制激素受体和降低激素合 成酶活性，抑制内膜细胞 DNA 合成及肿瘤细胞生长，对
女性内分泌系统和组织细胞多途径作用下，用于治 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
功能性子宫出血等疾病。

6.小儿麦枣咀嚼片
小儿麦枣咀嚼片是由麸炒山药、大枣、净山楂、炒麦芽四味中药制成的咀嚼片，

具有口感良好、服药 方便的特点。 本品具有健脾和胃的功效，用于小儿脾胃虚弱，
食积不化，食欲不振等证候的治疗。

7.小儿咽扁颗粒
小儿咽扁颗粒目前为国内采用体外培育牛黄替代人工牛黄的产品， 方中金银

花、金果榄、体外培育牛 黄、冰片疏风清热、解毒凉血，辅以桔梗、麦冬润肺化痰止
咳；玄参清热养阴，凉血化瘀；射干利咽止痛， 以助主药解毒利咽之功。 诸药配伍，
共奏清热利咽，解毒止痛之功效，用于小儿肺卫热盛所致的喉痹、乳 蛾，症见咽喉
肿痛、咳嗽痰盛、口舌糜烂；急性咽炎、急性扁桃腺炎见上述证候者。

（三）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原材料采购主要采用“以产定购”的模式，根据生产计划、库存情况结合市

场供需情况，来决定采 购量。 针对普通流通药材以及包材等原材料，公司通常采取
“询价采购”或“竞价采购”模式选取合格供应商 进行采购，根据经营和市场情况增
加或调整计划时，一般保持 20-35 天生产的库存需求；针对道地药材或部 分大宗
药材，综合考虑其生长环境的特殊性以及市场流通等特点，公司通常会经过前期市
场调研，根据药 材各自的采集季节在合适时机进行“产地采购”；大宗商品采购实
行每季度一次的定期询价、比价、议价， 采购中采取比价或者招标的方式，并在确
保质量的前提下，实行廉价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生产模式以销定产，按订单和库存合理组织生产。 生产技术部是公司

生产计划制定、组织生 产和承担生产任务的部门，负责公司生产的计划、组织、控
制、协调工作。实施生产过程的原料耗用、劳动安全、工艺管理、GMP 规范落实、设备
保养等工作。 生产技术部总监是公司生产管理的直接责任人，负责建立完善的生产
管理组织系统和生产管理制度并贯彻执行，对生产任务、产品质量、成本消耗、安全
生 产、员工培训、GMP 贯彻实施工作和经济技术指标负责。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分为两类，一类为针对主要产品进行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一

类为针对其他药品进行 的精准化经销管理模式，公司针对不同产品选择不同的销
售模式。

（1）主要产品营销模式
公司盘龙七片、 金茵利胆胶囊等主要产品的销售主要采用专业化学术推广模

式，由特药事业部和市场部负责营销管理工作。 特药事业部负责终端市场的开发工
作，根据市场竞争环境、医院级别、患者流、骨伤科领域的权威性等方面情况做具体
分析后，以确定市场开发方案。 市场部主要负责产品医学研究课题规划、学术推广
资料制作、产品市场推广策略的制定及学术推广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

（2）其他药品营销模式
公司自产其他产品及少部分主要产品采用经销管理模式进行销售； 针对其他

药品的销售，公司通过 OTC 事业部在全国分区域进行招商，公司 OTC 事业部专员
通过药品网站发布和获取信息进行招商，同时也参加国 药会议、新特药会议，主动
搜集客户信息，寻找和确定适合的经销商。 这样既降低了营销费用的投入，又保证
了其他药品的销售规模。

（四）行业发展现状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现状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老龄化进程加速，医疗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全球医

药市场近年来持续快速增长，根据 IQVIA1 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全球的医药市场
销售额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

（1）人口老龄化加速，医疗需求显著扩张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逐渐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

据， 截至 2019 年底， 我国 65 周岁以上的人口有 17603 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2.60%。 人类患病概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上升。 根据 CFPS 的研究，普通人 70 岁
之后的医疗费用占一生总花费的 60%以上， 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不可避免使医
疗需求扩张。 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促进医药行业消费升级。

（2）居民消费力提高，促进医药消费升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733 元，比上年名义增

长 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8%。 居民的医疗保健意识逐步增强，医疗消费
支出稳步上涨。 预计未来医疗保健支出将持续增长，同时消费者对于更高层次的医
疗保健需求也将逐渐增长，这势必导致医药消费升级的发生

（3）医疗需求持续扩张，医药行业盈利能力持续稳定。
据统计，2019 年 1-12 月，我国医药行业营业收入达到 23908.6 亿元，同比增长

7.4%，行业实现利润总额达到 3119.5 亿元，同比增长 5.9%。 医疗需求的扩张与升
级，使得医药行业盈利能力保持持续稳定。

（4）2019 年样本医院总体销售规模增速回升明显
2019 年 PDB 样本医院药品销售总额为 2550.97 亿元，同比增长 11.69%，增速较

前两年大幅提升。 分季度来看，2019 年 Q1-Q4 销售额分别为 612.34 亿、644.75 亿、
679.20 亿、614.6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71%、13.69%、14.50%、8.64%。

（5）国家医疗政策的出台，将助推中国中医药行业的创新发展。
中国是医药行业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坚持中西医并重， 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中医药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国家也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中医
药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一系列重磅文件，促进中国中医药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2019 年 6 月 4 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 知》中推动落实的重点工作，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
发展，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 康复中的重要作用。 完善中医药
服务体系和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政策，推进中医药典籍研究利用和 活态传
承。 加强中药材质量管理， 推动建立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 改革完善中药注册管
理。 2019 年 10 月颁布的《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了中医药
传承发展的六大方面。《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创
新发展”，一系列政策的核心目的就在于“振兴中医药事业”。 国家不断出台的医药
新政策使得大健康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这也导致生物医药行业内部逐渐分化，未
来，真正治疗性药物、预防医学、基因检测、医疗等板块有望迎来发展契机。 中医药
在防治重大慢性病、 治未病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且中药“简便廉验”等优势，加之国
家对中药产业进行了有力的政策扶持，促使未来大健康产品、慢性病治疗性药物及
相关中成药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提升。

2.公司市场地位
公司是一家集药材 GAP 种植，药品生产、研发、销售为核心产业的现代高新技

术企业。 2016 年进入“陕 西百强企业”。 2017 年 11 月 16 日在深圳中小企业版挂牌
上市。 2018 年进入中国中药企业百强榜单。 公司秉承“稳健经营，质量优先，诚实为
本，信誉久远”的企业经营理念，以“打造中华风湿骨伤药物领导品牌， 做中国骨科
专家”和“实现百年盘龙梦想”为愿景目标，先后被国家扶贫办评为“国家扶贫龙头
企业”、 被国家工商总局命名为“全国重合同守信用单位”，被陕西省委、省政府评
为“陕西省先进集体”、“五一 劳动奖状”、“优秀民营企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西部大开发突出贡献奖”等，被省级有关部门评为“陕西省诚信企业”、“陕西省质
量工作先进单位”、“陕西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陕西省创新型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示范企业”、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等荣誉
称号。 公司坚持走专业化学术营销道路，坚持以专家资源带动企业发展，坚持以
科技创新提升产品核心竞争 力，其中主导品种盘龙七片在骨骼肌肉系统风湿类疾
病中成药市场中已形成强有力的品牌知名度。 同时， 公司除风湿骨伤领域盘龙七
片、骨松宝片两个核心产品外，在肝胆、皮肤、妇科疾病板块还分别拥有具有一定市
场竞争力的金茵利胆胶囊、克比热提片、复方醋酸棉酚片三个产品。 公司秉承高举
专业化学术营销大旗，营销工作中同时布局医疗终端、零售终端，不断优化整合营
销各项资源，使得企业在产品营销及研发方面取得快速发展。 此外，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成立盘龙医药研究院，建立了产、学、研沟通交流平台，使企业在科技创
新、产品研发实力方面得到进一步提升，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技
创新是企业长足发展、基业长青的源动力，2019 年公司积极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
研究所合作开展“盘龙七片作用机制及药理学”相关研究项目，不断提升挖掘产品
核心市场竞争力。 在 2019 年度公司主导产品盘龙七片被评为“中国家庭常备风湿
骨病用药上榜品牌产品”，凸显盘龙七片的市场竞争优势，其临床疗效性深受临床
医生及老百姓认可。 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利用上市公司品牌优势，不断加强盘龙七
片、骨松宝片、金茵利胆胶囊、克比热提片、复方醋酸棉酚片等品种市场推广工作，
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利用上市公司行业优势，不断吸引科技创新优秀人
才，促进产业和和产品创新；将进一步利用上市公司资金优势，积极开展投资并购
业务。 多措并举，促进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不断提升公司整体的行业地位和市场
竞争力。

（五）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以“一体两翼”的战略目标，潜心分析行业宏观信息，坚持外抓

市场、内强管理、开源节流的工作思路，优化营销管理架构，优化产品市场定位及市
场细分，优化人才梯队建设，坚持走专业化学术营销模式，以盘龙七片及企业品牌
效应快速推动骨松宝片、克比热提片、金茵利胆胶囊、复方醋酸棉酚片、小儿咽扁颗
粒、清热解毒片等产品的市场份额，保持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未来，公司以“树立
盘龙品牌，关爱人类健康”为企业宗旨，围绕大健康战略部署开展工作，不断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加强企业诚信建设，承担更多的药品供应和质量安全的社会责任，积
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为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同时加快“医药电商”事业的发
展，加强与专业的学术平台合作，提升公司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确保未来公司
业绩可持续增长，推动公司高质量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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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636,793.21 489,447,811.58 24.76% 376,791,55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1,778,896.72 64,681,884.51 10.97% 43,718,97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134,853.64 46,976,467.38 38.65% 42,020,955.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7,886,531.13 46,846,106.88 44.91% 28,449,113.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3 0.75 10.67% 0.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3 0.75 10.67% 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7% 11.10% 0.07% 11.98%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7年末

资产总额 928,877,916.40 817,835,805.47 13.58% 752,926,66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74,709,479.48 611,597,582.76 10.32% 555,582,6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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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34,391.24 162,728,087.10 152,542,303.15 174,832,01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986,886.45 25,741,389.91 20,325,501.46 13,725,11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489,539.40 25,502,694.21 18,066,808.87 11,075,81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613,393.35 21,775,428.83 2,210,588.68 34,287,1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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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7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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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晓林 境内自然
人 42.89% 37,171,000 37,171,000

苏州永乐九
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83% 5,055,500 0

苏州天枢钟
山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67% 4,044,500 0

嘉兴春秋晋
文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8% 2,325,500 0

嘉兴春秋齐
桓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5% 2,123,500 0

嘉兴春秋楚
庄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7% 1,617,500 0

张水平 境内自然
人 1.31% 1,131,750 1,131,750

张志红 境内自然
人 1.30% 1,125,000 1,125,000

上海高毅资
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高毅
邻山 1号远
望基金

其他 1.09% 945,600 0

谢晓锋 境内自然
人 0.85% 735,000 73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谢晓林与谢晓锋为兄弟关系；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同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
金，系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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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围绕“一体两翼”的战略目标，以国家医药行业宏观政策为导向，坚持外抓

市场网络建设与科技 研发工作，内抓管理与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在
做强医药工业主体的同时，公司积极实施双轮驱动政策，一方面充分重视投资并购
工作，与国内外 一些在科学管理、市场开拓、产品研发、品种门类等方面具有一定
优势的医药制造企业、研发机构建立了沟通与交流渠道，积极寻找合作机会，争取
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种类、提高公司药品研发实力、拓宽公司产品销售市场。 另一
方面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潜心分析行业宏观信息，积极应对各项挑战，坚
持外抓市场、内强管理、开源节流的工作思路，强化市场精细度建设，加强市场开
拓，加大产品营销推广力度，同时加强内部管理和资金管控，提高整体运营效益，提
升生产经营业绩。 为丰富“两翼”，公司继续加大布局医药商业物流配业务的开发投
入，并围绕中药养生、医疗服务等内容进行积极探讨和论证，积极规划中药养生、医
疗服务领域。 公司继续保持与甘肃省华池县合作，采取自种与合作社合作的模式，
新建黄芪、党参、板蓝根等中药材基地 18000 余亩，在宝鸡市眉县太白山区域新建
重楼、盘龙七、扣子七、竹根七、白毛七、九节梨、铁棒锤、七里香、羊角七等秦岭道地
稀缺药材基地 5000 亩。 大健康产品盘龙七牙膏、盘龙七冷敷凝胶、盘龙七纳米速
贴、盘龙七按摩精油以及葛黄面等系列产品已开发成功并上市，公司“一体两翼”战
略布局初见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总体良好，实现营业收入 610,636,793.21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4.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778,896.72 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10.97%。

（一）生产与质量：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安排生产调度；加强对生
产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保证产品质量； 加强生产与质量部门相关人员的培训及考
核，保证产品生产和质量的可控性与稳定性，生产运行平稳有序。

（二）科研开发：
2019 年公司的主要科研工作为：一是药品在研项目有塞来昔布胶囊、沃替西汀

（原料药+片剂）、依托考昔（原料药+片剂）等三个国外专利即将到期产品的仿制，盐
酸雷尼替丁胶囊一致性评价、醋酸棉酚（原料药+片剂）质量标准提升，棉酚新晶型
异构体拆分方法及新结构衍生物质与生物活性研究及专利申报、 中药配方颗粒的
开发、盘龙七片药理机制研究以及盘龙七片临床再评价工作；二是大健康系列产品
的开发，如医疗器械有盘龙七冷敷凝胶、盘龙七纳米速贴、盘龙七按摩精油的开发，
化妆品有盘龙七牙膏、盘龙美面膜、盘龙美眼贴的开发，保健食品有五味子灵芝口
服液、五味子枳椇子软胶囊、天麻酸枣仁软胶囊的开发，食品有葛黄面的开发；三是
科研平台建设，2019 年建成了“陕西省古代经典名方研发共享平台”、“博士后创新
基地”、“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等；四是科技项目申报，2019 年成功申报省

级科技项目 4 个，国家级项目子课题 1 个；五是知识产权建设，2019 年申请发明专
利 6 项。 具体工作开展如下：

1.完成了塞来昔布胶囊的预 BE 临床试验，根据预 BE 试验的数据对制剂工艺
参数进行了调整，下一阶段预进行第二次预 BE 试验工作。

2.氢溴酸沃替西汀（原料药+片剂）和依托考昔（原料药+片剂）的仿制工作，目
前两个品种的分析方法已经建立、基本验证工作及原料药小试工艺已经成熟，现预
在原料药中试生产车间进行三批原料中试工作，确定制剂处方建立质量标准。

3.盐酸雷尼替丁胶囊一致性评价现已完成 BE 预实验工作，预 BE 数据证明等
效，现预进行基因毒性杂质研究。

4.醋酸棉酚（原料药+片剂）：已经确定了醋酸棉酚不稳定的物质性质，正在按
照讨论设计的实验思路开展相关试验工作。

5.棉酚新晶型异构体拆分方法及新结构衍生物质与生物活性研究及专利申报：
已完成棉酚-L-精氨酸席夫碱衍生物、棉酚异氰酸酯衍生物、棉酚肉桂酸衍生物 3
种衍生物的实验室合成，并对棉酚-L-精氨酸席夫碱衍生物、棉酚肉桂酸衍生物的
生物活性进行测试。 现已有两个这方面的专利在中国知识产权局进行实质审查，申
报了两项美国专利并获得一项美国专利（专利号：9975849B1） 。

6. 公司的中药配方颗粒研究主要依托于陕西中药配方颗粒研发与生产管理服
务平台， 该平台是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主导省内多企业参与的合作平
台，即将出台陕西第一册中药配方颗粒标准，第二批的品种目前正在开展中试和确
定最终产品质量标准工作。

7.盘龙七片治疗膝骨关节炎有效性与安全性，随机，双盲与安慰剂平行对照上
市后临床研究已全面完成，证明盘龙七片对膝骨关节炎的治疗安全有效。

8.大健康产品盘龙七牙膏、盘龙七冷敷凝胶、盘龙七纳米速贴、盘龙七按摩精油
以及葛黄面等系列产品已开发成功； 保健食品五味子枳椇子软胶囊已完成全部研
究，目前正在国家局保健食品审评中心审评，受理号为：国食健申 20190201；天麻酸
枣仁软胶囊已完成动物功能实验和人体临床研究，根据国家局审评意见，现增加亚
麻酸含量测定研究，预计 2020 年 6 月申报；五味子灵芝口服液已完成功效成分、安
全毒理、动物功能学试验，目前正在进一步完善工艺和质量标准研究，预计 2020 年
6 月报国家保健食品审评中心；化妆品盘龙美面膜、盘龙美眼贴正在开发中。

9.科研平台建设，2019 年建成了“陕西省古代经典名方研发共享平台”、“博士
后创新基地”、“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等。

10.成功申报了《天罗安软胶囊开发及成果转化》、《复方醋酸棉酚片质量标准提
升及临床用途拓展产业化研究》、《盘龙七上市在评价研究》以及《陕西省古代经典
名方开发与应用共享平台》等 4 个省级科技项目和《秦巴山区高品质中药材规模化
生产示范研究》国家重点研发的 1 个子课题，同时公司的主导产品盘龙七被磷选入
首届秦药目录。

11.2019 年申请的六项专利分别是 ： 一种辅助护肝软胶囊的制备方法
2019109433010、一种五味子灵芝口服液的制备方法 2019109418203、一种具有增强
记忆和助眠功能的保健品的制备方法、 一种消肿止痛中药喷剂及其制备方法
2019102498809、一类具有抗肿瘤活性的棉酚-靛红席夫碱类化合物合成方法、一类
具 有 抗 肿 瘤 活 性 的 棉 酚 -7 -N 杂 靛 红 席 夫 碱 类 化 合 物 及 其 合 成 方 法
2018113421384。 研发工作的持续推进为公司后期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市场营销：
公司以强化营销管理能力为核心工作， 通过建立营销人才选拔机制完善营销

团队建设及市场资源的优化整合，持续增强企业市场应变力。 同时，公司坚持以学
术营销模式为主线， 依靠专家深入挖掘产品优势及多元化市场推广活动的组织开
展，以提升公司及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和品牌知名度，努力挖掘已有产品的市场潜
力，积极开拓新产品市场，提高销售收入，不断巩固和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开创营销工作新局面。

（四）投融资：
为落实战略目标，完善上游产业布局、加强医药商业物流建设，子公司甘肃盘

龙药业继续保持华池县建设药源基地建设，采取自建药源基地与合作社模式，带动
当地农户种植黄芪、党参、板蓝根等药材面积已达 18,000 亩，在柞水县西川帮扶村
建设金银花基地 1000 余亩，在宝鸡市眉县太白山区域新建重楼、盘龙七、扣子七、
竹根七、白毛七、九节梨、铁棒锤、七里香、羊角七等秦岭道地稀缺药材基地 5000
亩。 为拓展业务发展、优化公司大健康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设立全资
子公司陕西盘龙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开展大健康产品的研发与市场布局，目前大
健康产品盘龙七牙膏、盘龙七冷敷凝胶、盘龙七纳米速贴、盘龙七按摩精油以及葛
黄面等系列产品已开发成功并上市，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公司“一
体两翼”战略布局初见成效。

（五）内控治理：
公司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标准规范运作和公司内部管

理，建立了 科学有效的决策和风险防范机制，持续优化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切实维
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为提升公司管理层履职能力， 增强各子公司的合规运营意
识，公司安排董、监、高管理人员多次参加交易属所、上市协会、资本学院等机构组
织的专业课程培训，定期组织内部相关培训，确保了公司及子公司依法合规、规范
运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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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产中成药 458,246,093.6
9

403,494,098.1
3 88.05% 20.20% 20.27% 0.05%

医药商业配
送

143,983,848.1
8 17,702,012.38 12.29% 36.41% 46.45%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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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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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
届监事会第四会议

合并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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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年末余
额 63,842,151.50元，“应收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 165,557,9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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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年末余额 0.00
元， “应付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
40,967,219.29元。

母公司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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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年
末余额 62,344,140.36 元，“应收
账 款 ” 上 年 年 末 余 额
106,343,6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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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年
末余额 0.00 元， “应付账款”上
年年末余额 24,441,245.28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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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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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
表中将“其他流动资产”中的结
构性存款理财产品重分类至“交
易性金融资产”。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
届监事会第四会议

以按照财会〔2019〕6 号和财会
〔2019〕16 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
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
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影响为：
合并影响：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46,758,136.99元；其他应收款：减
少 3,583,958.90 元； 交易性金融
资产： 增加 50,342,095.89 元。
母公司影响： 其他流动资产：减
少 46,758,136.99 元； 其他应收
款：减少 3,583,958.90 元；交易性
金融资产： 增加 50,342,095.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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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设立子公司陕西盘龙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公司持有

陕西盘龙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 故自 2019 年 1 月 17 日将陕西盘龙医药
保健品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内。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晓林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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