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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0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2020-037 

债券代码：112625      债券简称：17信邦 01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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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吉满 董事 个人原因 胡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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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发行在外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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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邦制药 股票代码 00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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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船 林翰林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与航天大道

交汇处科开 1 号苑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与航天大道

交汇处科开 1 号苑 

电话 0851-88660261 0851-88660261 

电子信箱 xygg1996@163.com lhlin41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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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医疗服务、医药流通及医药工业，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在本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主营业务如下： 

     1、医疗服务业务 

     在医疗服务领域，公司下属肿瘤医院、白云医院、乌当医院、安顺医院、仁怀新朝阳医

院等医疗机构，其中肿瘤医院是贵州省唯一的三甲肿瘤专科医院，白云医院是有较高知名度

三级综合医院，坚持医教研协同发展，在贵州省内已形成了一定品牌效应。公司下属医院拥

有床位数近6000张，医疗机构具有各自的特色学科、专家团队及职能分工，已建立起具有明

显竞争优势的优质医院网络。具备肿瘤专业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拥有“互联网+医疗”平台，

已形成集医生、药师、患者、数据、服务为一体的云端医疗联合体。 

     2、医药流通业务 

     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渠道资源并建立起覆盖省内多家知名医院和医药流通公司的医药流通

销售网络，形成了药品、器械和耗材的配送体系，配送网络不断扩大和延伸，代理种类和品

种不断增加，从而实现规模和盈利增长。以公司拥有的医院为终端依托，以较强的营销能力

为实力，商业公司具有很强的议价能力。拥有具备连锁资质的零售药房，已经初步形成了覆

盖公司既有医院和主要合作医院的医药零售网络。 

     3、医药工业业务 

     中肽生化在多肽领域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拥有与国际知名制药企业长期合作建立起的

客户黏性等独特优势；体外诊断试剂业务已取得美国FDA和欧盟CE认证、欧盟GMP证书等。

公司拥有17个国家基药目录品种，包括公司的主打品种：益心舒胶囊、脉血康胶囊、维血宁

颗粒、银杏叶片、六味安消胶囊、贞芪扶正胶囊；拥有24个国家医保目录品种，其中关节克

痹丸为独家品种。中药饮片的生产原药材完全实现了产地基地化，药材的产地可追溯，品种

基源明确，中药饮片的销售持续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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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063,577.50 6,580,278,918.05 1.14% 6,002,471,03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301,518.87 -1,296,605,450.24 118.22% 319,383,50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1,123,028.70 -1,299,502,009.56 117.79% 298,103,85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6,327,517.67 -218,563,061.59 505.52% 201,742,949.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800 118.75%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800 118.75%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5% -22.50% 27.35% 4.93%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0,419,401,537.72 10,854,314,146.17 -4.01% 11,954,952,3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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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37,089,530.25 4,967,457,613.02 -2.62% 6,615,306,6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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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306,722.03 1,716,323,521.98 1,740,531,376.49 1,636,901,95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806,270.12 59,514,240.06 78,834,004.57 36,147,00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347,938.31 55,428,000.09 79,137,650.95 35,209,439.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319,994.99 190,340,944.88 274,793,567.01 312,873,0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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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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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誉曦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52% 358,764,349 0 

质押 358,764,349 

冻结 358,764,349 

安怀略 境内自然人 7.84% 130,743,878 98,057,907 质押 42,610,000 

UCPHARM 

COMPANY 
LIMITED 

境外法人 5.11% 85,230,788 0 质押 84,229,824 

君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

品 

其他 4.12% 68,733,470 0   

琪康国际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34% 55,678,935 0 质押 55,578,935 

北京民生新晖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4% 34,072,321 0   

深圳市拾玉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丹青

二期创新医药

产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83% 30,590,837 0   

宿迁大熙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6% 22,748,8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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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对口支

援办公室 
国有法人 1.36% 22,651,520 0   

上海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3% 20,503,55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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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面

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

一期) 

17 信邦 01 112625 2022 年 12 月 05 日 30,000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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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2019 年 12 月 5 日，公司完成了"17 信邦 01"第二个付息年度的付息。"17 信邦 01"的票

面利 率为 6.18%，每 10 张"17 信邦 01"面值人民币 1,000 元派发利息人民币 61.8 元（税前）。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 49.44 元；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RQFII）取得的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61.8 元（税前）（根据《关于境外机构

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 号）等规定，2018 年

11 月 7 日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期间，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出具的《贵州信邦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

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维持初始评级结果不变。详情可参

见公司于2019年6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7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1.54% 52.38% -0.8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4% 0.00%  

利息保障倍数 4.58 0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65,506.36万元，同比增长1.14%；实现净利润26,372.17万

元，同比增加120.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630.15万元，同比增加118.22%；

基本每股收益为0.15元，同比增加118.75%；总资产1,041,940.15万元，与期初相比下降4.01%；

净资产504,831.76万元，与期初相比下降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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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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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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前一报告期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肽生化有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即本报告期归属于上

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前一报告期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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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变更说明 

财政部于2019年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拆分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和调整利润表项目等。本公

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

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

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1. 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列报项目 列报变更前金额 影响金额 列报变更后金额 备注 

应收票据  166,733,388.19  166,733,388.19   

应收账款  2,704,831,780.02  2,704,831,780.0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871,565,168.21 -2,871,565,168.21   

应付票据  277,636,874.12  277,636,874.12   

应付账款  782,767,866.74  782,767,866.7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60,404,740.86 -1,060,404,740.86   

2. 对母公司报表的影响 

列报项目 列报变更前金额 影响金额 列报变更后金额 备注 

应收票据  122,528,852.79  122,528,852.79   

应收账款  131,860,536.23  131,860,536.2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54,389,389.02 -254,389,389.02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8,406,496.85  18,406,496.8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8,406,496.85 -18,406,496.85   

（二）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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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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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详见附注四。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

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A.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a. 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注1） 

金融资产减值

影响（注2） 
小计 

应收票据 166,733,388.19 -117,269,668.33  -117,269,668.33 49,463,719.86 

应收款项融资  117,269,668.33  117,269,668.33 117,269,668.3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8,448,327.70 -88,448,327.70  -88,448,327.7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8,448,327.70  88,448,327.70 88,448,327.70 

短期借款 3,876,190,250.00 131,478.75  131,478.75  3,876,321,728.75  

其他应付款 261,200,586.93 -131,478.75  -131,478.75  261,069,108.18  

b. 对母公司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注1） 

金融资产减值

影响（注2） 
小计 

应收票据 122,528,852.79 -91,573,735.49  -91,573,735.49 30,955,117.30 

应收款项融资  91,573,735.49  91,573,735.49 91,573,735.4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8,448,327.70 -88,448,327.70  -88,448,327.7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8,448,327.70  88,448,327.70 88,448,327.70 

短期借款 1,858,560,000.00    1,858,560,000.00 

其他应付款 508,066,101.54    508,066,101.54 

注1：于2019年1月1日，账面价值88,448,327.70元的以前年度被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是本公司持有无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本公司管理该金额资产的业务模

式是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以外的其他业务模式，既非交易性。 

注2：执行本准则本公司该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不计提减值准备。 

B.2019年1月1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

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a. 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614,244,717.41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614,244,717.41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66,733,388.19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49,463,719.86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117,269,668.33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704,831,780.0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704,831,780.02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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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731,729,141.31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731,729,141.31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17,932,205.30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17,932,205.3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含

其他流动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

益（债务工具） 

 债权投资（含其他

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含

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

益（权益工具）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以成本计量（权

益工具） 
88,448,327.7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88,448,327.70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3,876,190,250.00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3,876,321,728.75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261,200,586.93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261,069,108.18 

b. 对母公司报表的影响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791,577,298.26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791,577,298.26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22,528,852.79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0,955,117.30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91,573,735.49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31,860,536.23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31,860,536.23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102,512,826.58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102,512,826.58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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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含

其他流动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

益（债务工具） 

 债权投资（含其他

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含

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

益（权益工具）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以成本计量（权

益工具） 
88,448,327.7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88,448,327.70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1,858,560,000.00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1,858,560,000.00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508,066,101.54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508,066,101.54 

C.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

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a. 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2月31日 

1）金融资产 

①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1,614,244,717.41   1,614,244,717.41 

应收票据 166,733,388.19 -117,269,668.33  49,463,719.86 

应收账款 2,704,831,780.02   2,704,831,780.02 

其他应收款 731,729,141.31   731,729,141.31 

其他流动资产 17,932,205.30   17,932,205.3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8,448,327.70 -88,448,327.7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

金融资产 
5,323,919,559.93 -205,717,996.03   5,118,201,563.90 

②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款项融资  117,269,668.33  117,269,668.3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8,448,327.70  88,448,327.7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总金融资产 

                                   205,717,996.03                    -         205,717,996.03  

2）金融负债     

摊余成本     

短期借款 3,876,190,250.00 131,478.75  3,876,321,728.75  

其他应付款 261,200,586.93 -131,478.75  261,069,108.18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

金融负债 
  4,137,390,836.93         -        -      4,137,390,836.93  

b. 对母公司报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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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2月31日 

1）金融资产 

①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791,577,298.26   791,577,298.26 

应收票据 122,528,852.79 -91,573,735.49  30,955,117.30 

应收账款 131,860,536.23   131,860,536.23 

其他应收款 2,102,512,826.58   2,102,512,826.58 

其他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8,448,327.70 -88,448,327.7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

金融资产 
3,236,927,841.56 -180,022,063.19  3,056,905,778.37 

②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款项融资  91,573,735.49  91,573,735.4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8,448,327.70  88,448,327.7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总金融资产 

                                180,022,063.19                    -         180,022,063.19  

2）金融负债     

摊余成本     

短期借款 1,858,560,000.00   1,858,560,000.00 

其他应付款 508,066,101.54   508,066,101.5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

金融负债 
2,366,626,101.54   2,366,626,101.54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会〔2019〕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

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

内无重大影响。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

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

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

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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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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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2019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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