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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来源于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科技”、“发行人”或“公

司”）对外公布的《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年度报告》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

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银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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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本次发行经同仁堂于2016年1月12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股

东大会于2016年3月23日作出决议通过，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12亿元（含12亿

元），发行期限不超过10年期。2016年6月22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360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2亿元（含）的公司债

券。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 债券名称：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6亿元，并设有超额配售选择

权，其中超额配售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6亿元）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为人

民币8亿元。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债券，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发行票面利率为2.95%。本期债券附第三年末发行人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于2019年6月19日在上交所网站刊发公告，将本期债

券存续期的第4年和第5年(2019年7月31日至2021年7月30日)的票面利率调整为

4.35%，并在存续期的第4年和第5年固定不变，计息方式和付息方式保持不变。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

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

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



 

 

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

面总额的本金。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

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6年7月31日。 

8、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7 月 31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

的 7 月 3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9、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3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债券持

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7 月 31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在兑付登记日次日至兑付日期间，本期债券停止交易。 

10、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采取无担保方式。 

11、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新世纪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 AA+级，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级。 

12、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面向《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采

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债

券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14、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承销团，

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15、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调整债务结构、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16、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7、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第二章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海鸥 

成立日期：2000 年 3 月 22 日 

注册资本：128,078.4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北路 16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22600841J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张京彦 

联系方式：010-87632179 

所属行业：医药制造业  

二、经营成果分析 

2019年度，发行人营业总收入为447,644.91万元，较上年同期的505,963.77万元

减少11.53%；净利润为74,139.07万元，较上年同期100,585.32万元减少26.29%；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765.02万元，较上年同期的67,781.56万元减少38.38%。 

1、主要产品经营情况 

二零一九年是发行人新旧产能交替的重要过渡期。自一季度开始，发行人即面

临多系列产品生产供应不足的状况，原有的亦庄分厂、刘家窑分厂的丸剂、液体制

剂等多条生产线需要进行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再认证，而两家新建生

产基地——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的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唐山)有限公司（「同

仁堂科技唐山」）及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同仁堂科技大

兴分厂（「大兴分厂」）虽然分别于二零一九年四月及七月顺利通过GMP认证，

但由于新旧生产基地之间产品转移、生产衔接及新生产线的调试运行需要时间等影

响，两家新建生产基地于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才开始陆续投入生产，产能尚未得到有

效释放。因此，报告期内发行人整体产品生产受限，导致二零一九年度中成药生产



 

 

总量较上年同期下降约20%以上，特别是丸剂、液体制剂等剂型产品的生产进度受

到较大影响，直接导致六味地黄丸系列、金匮肾气丸系列等主导品种产量下降，整

体收入、利润亦随之下降。 

  

尽管承受多重压力与困难，发行人依然积极面对，结合自身优势特点，积极推

进工业布局调整，着眼于未来长久、健康发展。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发行人已依据

未来发展定位及生产规划，将六味地黄丸、西黄丸、生脉饮口服液等部分产品转移

到同仁堂科技唐山及大兴分厂，两家生产基地的丸剂、液体制剂等生产线已陆续启

动生产。至此，本集团的中药产品生产已初步形成联接北京——河北的新格局，未

来日趋稳定的产品供应将为发行人整体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 

 

同时，原材料采购成本、能耗成本持续增长，加之大兴分厂及同仁堂科技唐山

的投运，工业运营成本不断加大，单位制造费用上升，固定资产折旧费用亦相应增

加，均导致本集团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生产供应的问题与市场竞争也影响了产品的表现，本集团销售额超过五百万元

的产品由上年的五十三个降至二零一九年的五十一个，其中销售额超亿元产品为九

个，与上年持平。主导产品中，六味地黄丸系列、牛黄解毒片系列、西黄丸系列的

销售额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40.50%、6.01%及17.42%，感冒清热颗粒系列、阿胶系

列、加味逍遥丸系列销售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5.02%、1.56%及18.26%。其中阿

胶系列产品于零售终端仍然销售动力不足，为此发行人积极调整营销策略，优化渠

道结构，不断加大促销力度，以期降低渠道库存，拉动终端纯销。 

 

年内，发行人紧紧围绕「质量管理提升」的工作主线，夯实发展基础，砥砺奋

进，继续深入推进营销体系改革，结合行业发展前景与自身运作特点，进一步完善

营销组织架构，成立四个产品事业部，强化对品种的多向管控，同时，成立助销管

理部与战略合作事业部，逐步提升市场营运能力与经营质量。在生产供应不足的情

况下，与一级、二级经销商采取销售信息直连的模式，切实加强重点客户和品种的

合作，协同大型医药连锁公司，拉动终端促销，寻求单品突破作为销售增长点。 

发行人各业务板块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中药产品销售 439,041.53 98.07 495,948.89 98.01 

广告服务 3,205.31 0.72 4,301.85 0.85 

服务 4,924.80 1.1 5,086.23 1.01 

品牌使用权 21.8 0.01 38.14 0.01 

其他业务 451.47 0.1 588.66 0.12 

合计 447,644.91 - 505,963.77 - 

 

2、发行人2019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2019年年度报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发行人资产总计为

1,046,997.07万元，负债合计为305,539.6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9.18%，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552,725.50万元。2019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447,644.91万元，

利润总额92,350.58万元，净利润74,139.07万元。 

发行人2019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资产总计 1,046,997.07 976,986.53 

负债总计 305,539.69 249,301.7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52,725.50 531,665.1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447,644.91 505,963.77 

营业成本 233,552.66 253,501.04 

利润总额 92,350.58 120,707.04 

净利润 74,139.07 100,585.3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765.02 67,781.56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177.44 98,523.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690.19 -88,047.20 

筹集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611.03 -31,099.50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8,660.92 -11,952.4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9,064.53 190,403.61 

  



 

 

第三章   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债券实际发行总额为 8 亿元，所得款项净额（扣减所有相关成本

及费用）约为人民币 79,856 万元。其中 1 亿元用于偿还贷款，剩余部分用于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截至报告期初，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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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12 
 

第五章   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

债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

中披露的“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相比，没有发生重大变

化。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增信机制情况 

公司发行的债券未采取增信措施。 

二、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

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偿债资金

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持续

为正，经营情况正常，为公司债券能够按时、足额偿付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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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因此未召开债券持

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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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7 月 31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7 月 31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约定足额、及时支付了债券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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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发行人

进行定期跟踪评级。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1

日出具的《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

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

等级为 AA+。 

在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信用质量的重大事项时，新世纪评级将启动不定期跟

踪评级程序。报告期内，未发生触发不定期跟踪评级程序的事项，资信评级机构

未出具不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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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

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为张京彦，联系方式如下表所述： 

姓名 张京彦 

在公司所任职务类型 高级管理人员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具体职务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 20 号 

电话 010-87632179 

传真 010-67513440 

电子信箱 ir@tongrentangk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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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证券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中的约定，对公司资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等

进行了持续跟踪，并督促公司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义务，积极行使

了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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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末，发行人无对外担保。 

二、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三、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破产重组事项。 

四、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五、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的

情况。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

措施的情况。 

六、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

示的重大事项 

序号 相关事项 是否发生 

1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否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否 

3 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5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

分之二十 
否 

6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否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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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否 

9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否 

10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否 

11 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否 

12 
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否 

13 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否 

七、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页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