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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8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2020-012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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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出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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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应制药 股票代码 00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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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胜利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京地大厦 1508 室  

电话 0755-82808010  

电子信箱 gdjyzy@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中成药制造企业，拥有5种剂型

共60多个药品品种，主要涉及咽喉类、感冒类、骨科类、风湿类中成药。主导

品种多为独家经营产品、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家专利保护品种、国家基本用

药目录及医保目录品种，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在全国市场有一定占有率

和影响力，已初具品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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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主要产品情况： 

主要类别 主要产品 产品功能或用途 

咽喉类 双料喉风散、 

双料喉风含片 

清热解毒，消肿利咽。用于

肺胃热毒炽盛所致咽喉肿痛，齿

龈肿痛。 

感冒类 重感灵片 解表清热，疏风止痛，用于

表邪未解，郁里化热引起的重症

感冒。 

银翘解毒颗粒 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

风热感冒，症见发热头痛、咳嗽

口干、咽喉疼痛。 

橘红痰咳颗粒 理气祛痰，润肺止咳。用于

感冒、咽喉炎引起的痰多咳嗽，

气喘。 

连知解毒胶囊 清热解毒，泻肺解表。用于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属外感风热

证。 

骨科类 接骨七厘片、 

接骨七厘胶囊 

活血化瘀，接骨止痛。用于

跌打损伤，续筋接骨，血瘀疼痛。 

风湿类 疏风活络片 疏风活络，散寒祛湿。用于

风寒湿痹，四肢麻木，关节、腰

背酸痛等症。 

妇科类 调经活血片 调经活血，行气止痛。用于

月经不调，行经腹痛。 

清热类 消炎利胆片 清热，祛湿，利胆。用于肝

胆湿热所致的胁痛、口苦；急性

胆囊炎、胆管炎见上述证候者。 

金菊五花茶颗粒 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清肝

明目。用于大肠湿热所致的泄

泻、痔血以及肝热目赤，风热咽

痛，口舌溃烂。 

补益类 壮腰健肾丸 壮腰健肾，养血，祛风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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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肾亏腰痛，膝软无力，小便

频数，风湿骨痛,神经衰弱。 

固精参茸丸 补气补血，养心健肾。用于

气虚血弱，精神不振，肾亏遗精，

产后体弱。 

桂附理中丸 补肾助阳，温中健脾。用于

肾阳衰弱，脾胃虚寒，脘腹冷痛，

呕吐泄泻，四肢厥冷。 

肠胃类 胃痛片 芳香行气，和中止痛。用于

胃酸过多，胃痛及脘闷，呕吐等

属气滞证者。 

吐泻肚痛胶囊 化气消滞，祛湿止泻。用于

湿热积滞引起的肚痛泄泻，晕眩

呕吐。 

（二）公司所处医药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竞争格局 

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行业监管，鼓励支持具有

临床价值的药品、器械创新；通过进行“部委机构改革”，理顺药品招标采购、价

格管理和医保基金支付等管理体制，深化医保控费改革；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试点”，在“4+7试点城市”推行带量集中采购，在确保药品质量疗效的前提下，

推动药品降价和仿制药替代，可以说医药行业的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医

药整个行业进入了调整期，部分企业的销售额和毛利率明显下滑，在利润空间

被不断挤压的情况下，创新将成为优质药企发展的主流方向。 

国家对中医药产业发展也是极其重视的。《中医药法》颁布实施以后，国

家进一步规范了中医药及医疗市场，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加强了

对中医药的监管；同时加大了对中医药事业的扶持力度，坚持扶持与规范并重。

大众对中医药认知度在逐渐提高，各类中成药及养生保健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大，

中药行业具有强大的潜在发展空间。 

同时，我国是世界中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国际市场中70%的天然药用植物

来源于中国。随着科学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国际国内对中药材科学

医疗重视和认识的提高，特别是人类社会面对各类疫病时，中医药在临床中的

杰出的表现，为中医药获取很大的发展机遇。2019年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就

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此次疫情在爆发初期，国家高度重视，国家主席习近平亲

自领导、亲自指挥、新自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在医药专家的精心指导下，强力

推进中医药全面介入、深度参与新冠肺炎救治工作，成为中国疫情防控的一大

亮点，之所以取得显著效果，这跟中医药的独特调节机理有关，中医药能够有

效缓解新冠肺炎症状，能够减少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发展，提高治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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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亡率，能够促进恢复期人群机体康复，专家们总结中医药治疗病毒性传染病

规律和经验，深入发掘古代经典名方，结合临床实践，筛选了以“三药三方”为代

表的一批有效方药，实践充分证明，中医药学是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屡经考验，历久弥新，值得珍惜。 

公司作为一家中成药制药企业，具有多个国家中药保护品种，部分药品具

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公司有意在中成药领域继续深耕，聚焦个别专科病种，

培育新品种，坚持创新，本着“以德正心、嘉惠于民”的经营理念做健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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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504,004.47 536,983,626.24 -6.79% 468,080,73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184,478.40 35,878,607.29 -440.55% -214,761,69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997,257.40 34,469,997.74 -459.73% -215,383,138.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63,921.39 62,102,737.57 -79.13% 30,631,917.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08 0.0706 -441.08% -0.42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08 0.0706 -441.08% -0.42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5% 4.67% -21.52% -24.6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855,938,235.20 889,559,036.66 -3.78% 876,610,24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3,167,692.82 785,352,171.22 -15.56% 749,810,7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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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70,964.01 126,822,924.61 123,518,936.91 162,391,17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77,275.40 5,422,308.33 6,819,903.68 -143,200,61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82,502.79 5,377,768.29 6,516,469.56 -142,973,99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48,233.85 -4,173,817.71 -1,512,636.44 47,498,6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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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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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7,4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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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老虎汇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7% 57,200,000 57,200,000 

质押 57,200,000 

冻结 57,200,000 

陈泳洪 境内自然人 10.94% 55,541,000 55,541,000   

黄智勇 境内自然人 4.93% 24,997,848 24,997,848   

林少贤 境内自然人 2.27% 11,500,192 11,500,192   

黄俊民 境内自然人 1.18% 6,000,043 6,000,043   

李石 境内自然人 1.04% 5,273,300 5,273,300   

江苏省中国药

科大学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0% 3,570,706 3,570,706   

颜振基 境内自然人 0.60% 3,062,613 3,062,613   

郑显英 境内自然人 0.54% 2,759,200 2,759,200   

张玲弟 境内自然人 0.43% 2,170,000 2,1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联集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陈泳洪为一致行动人；中联集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黄利兵与黄智勇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未发现上述其他股东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颜振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1,713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60,9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3,062,613 股股份；张邻弟通过国元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7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2,170,000 股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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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公司新一届董、监、高履职的第一年，一年多来，董事会依照股东

大会的决议切实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坚持以医药为

依托、以大健康生态圈建设为方向，切实履行股东会决议，诚实守信、勤勉尽

职、以严谨、审慎、客观的工作态度，参与到各项重大事项的决策，努力维护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积极推动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2019年公司上下克服了诸多不利影响，推进各项工作开展。2019年度，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0,050.4万元，同比增长6.79%，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1,396.57

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85,609.9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66,287.10万元。 

在科研方面，完成了科研楼改造，采购补充了部分研发设备，公司将积极推

动研发工作开展，围绕公司现有主打药品进行二次开发，提高适应症，同时实

施基础研发并举的策略，与大专院校建立合作关系，集中优势力量，开展自有

知识产权品种立项，构建创新型研发生态。研发范围扩展到中药活血化瘀、中

药抗病毒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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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销方面，公司部分产品在小众用药市场口碑较好，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如：双料喉风散、橘红痰咳颗粒等，但近几年来，随着原材料涨价，加上公司

产品单价价格低，产品利润日趋微薄，2019年公司管理层一方面确保产品质量，

积极拓展销售渠道，精细化管理外，另一方面对于有部分竞争力的产品，主动

提高了销售价格，营销政策作了相应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下一步，将深

耕终端目标医院，不断完善并执行以地区经理为核心的单品上量政策绩效考核

方案，加强省区经理日常工作内容指标的考核和监督，不断完善营销人才的凝

聚、考核、培养机制，打造一支执行有力的管理团队与公开、公平、公正的营

销生态环境。 

在生产方面，公司持续投入资金对梅州制药车间进行了系统化改造，引进了

一批自动化、信息化设备，以智能制造提质增效；2020年将继续完成对长沙金

沙药业生产研发基地的改造，预计改造完成后，制造车间人力成本将下降20%。 

在对外投资方面，公司在年度内计划完成对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的并

购，鉴于德昌祥药业财务规范性不能达到上市公司收购要求，而且存在短期难

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公司及时终止了对德昌祥药业公司的重组事项。公司在布

局大健康产业，关注了脑退化病专科医院，在年度内完成了对广东康慈医疗管

理有限公司的投资，占比18.55%股份，下属广东康慈脑退化病医院于2019年7月

份开业试运营5个月，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医院处于停业装修完善阶段。 

在公司治理方面，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公司章程》及各项制

度规范运作，完善内控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稳步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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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骨七厘片/胶囊 342,922,854.96 302,223,241.81 88.00% -3.45% -2.75% 1.00% 

双料喉风散 77,713,749.20 69,092,923.92 89.00% -0.73% 5.19% -5.00% 

重感灵片 25,385,712.00 12,037,978.70 47.00% -24.12% 14.65% 16.00% 

消炎利胆片 18,279,979.20 5,103,160.86 28.00% -8.93% 52.45% 11.00% 

其他产品 30,708,135.17 173,215.42 1.00% -38.59% -93.57%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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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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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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11,396.57元,净利润-12,248.11万元，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369.22%、

441.38%，主要是因为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2,078.67万元，导致2019年业绩出现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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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

知》（财会[2017]2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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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  

（3）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的通知》（财会[2019]9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会计政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并按以

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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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惠租赁于2019年1月23日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尚未实缴出资），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应大

健康认缴出资2,250万美元，占比75%，全资子公司嘉应国际认缴出资750万美元，占比25%，公司于2019

年1月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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