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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266          证券简称：生物谷    主办券商：华融证券 

 

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

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3.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董事审

议了本年度报告。 

4. 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监事审

议了本年度报告。 

5.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进

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贺元 

电话: 0871-65016111 

电子信箱: swgdshoffice@biovalley.cn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新区生物谷街 9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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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一）盈利能力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589,822,518.46 535,736,964.48 10.10% 

毛利率% 82.55% 81.69%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554,476.81  61,270,366.64 59.2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73,016,011.95  49,179,619.34 48.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计算） 
19.04% 19.3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4.25% 15.53% - 

基本每股收益 0.91 0.61 49.18% 

（二）偿债能力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137,128,861.64 951,796,656.28 19.47% 

负债总计 375,710,211.01 600,250,717.36 -37.4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1,418,650.63 351,545,938.92 116.5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28 3.52 78.4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4.40% 59.8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3.04% 63.07% - 

流动比率 2.34 0.63 - 

利息保障倍数 7.40  4.24 - 

（三）营运情况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719,714.17 92,235,333.76 - 

应收账款周转率 3.45 3.75 - 

存货周转率 1.16 1.37 - 

（四）成长情况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总资产增长率% 19.47% 19.59% - 

营业收入增长率% 10.10% 7.22% - 

净利润增长率% 59.22% 305.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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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9,695,000 39.70% -13,469,000 26,226,000 21.6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2,800,000 12.80% -10,000,000 2,800,000 2.31% 

董事、监事、高管 3,975,000 3.98% -3,850,000 125,000 0.10% 

核心员工 - - 1,481,000 
 

              1,481,000 
 

1.22%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0,305,000 60.30% 34,620,000 94,925,000 78.3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8,750,000 38.75% 10,000,000 48,750,000 
 

40.24% 

董事、监事、高管 13,425,000 13.43% 4,350,000 17,775,000 14.67%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100,000,000 - 21,151,000 121,151,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2 

（六）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

售股份数量 

1 深圳市金沙江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 - 30,000,000 24.76% 30,000,000 - 

2 林艳和 21,550,000 - 21,550,000 17.79% 18,750,000 2,800,000 

3 朱想芳 6,500,000 - 6,500,000 5.37% 6,500,000 - 

4 张志雄 5,730,000 - 5,730,000 4.73% 5,730,000 - 

5 

深圳高特佳瑞滇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 

 

4,000,000 

 

 

4,000,000 

 

3.3% - 4,000,000.00 

6 
深圳市高特佳瑞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 

 

3,300,000 

 

 

3,300,000 

 

2.72% - 3,300,000.00 

7 上海吉途投资有限公司 

 

2,800,000 

 

- 

 

2,800,000 

 

2.31% 

 

2,800,000 

 

- 

8 高念武 2,000,000 - 2,000,000 1.65% 2,000,000 - 

8 吴佑辉 2,000,000 - 2,000,000 1.65% 2,000,000 - 

10 

上海展瑞新富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展瑞新富金猴 1 号生物谷

定增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 1,780,000 1,780,000 1.47% 500,000 1,280,000.00 

合计 70,580,000 9,080,000 79,660,000 65.75% 68,280,000 11,380,0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股东林艳和为深圳市金沙江投资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念武为深圳市金沙江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兼董事，股东吴佑辉为董事长林艳和配偶之弟。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告编号：2017-016 
 

4 
 

（一）商业模式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以云南特色植物灯盏花为主要原

料，专注于心脑血管疾病防、治领域的中成药生产，是集原料种植、

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制药企业；是目前国内从事灯

盏花系列药品生产的企业中产销规模最大、品种最多、专业化程度

最高、自主知识产权最多的制药企业。 

公司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云南省战略新兴产业领军

企业，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云南省特色

植物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具备较强的技术实力。 

“生物谷”是中国驰名商标，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拥有 39

项发明专利、5项外观设计专利、在国内灯盏花产业领域处于领先地

位。 

公司立足于灯盏花的种植、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通过商

业客户向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主的慢病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产品。 

种植业务：2013 年 5 月 30 日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红河灯盏花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负责种源扩繁，原料种植，对公司原料安全与

价格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并于 2015年取得国家 GAP 认证。红河灯盏

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保障公司原料安全的前提下，加大研发力度，

逐步建立种子基因库。 

生产业务：公司生产拥有现代化厂房，产能充足，通过国家 2010

年版 GMP认证，产品质量按国家标准执行。 

研发业务：公司研发主要通过自有团队开展基础研究，扩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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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适应症及提升产品质量，与国内外高水平院校及科研机构开展药

理、药代及临床研究。公司持续加强对灯盏花等特色植物的有效成

分的研究，已拥有多项核心发明专利，为产品力提升及未来新产品

研发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营销业务：经过十多年发展，公司建立了以专业化学术推广模

式为主体的营销架构，拥有覆盖全国的完整销售网络和以华北、华

东、华南学术中心为主要依托的市场医学支撑体系，打造了一支稳

定、协同、高效的专业化营销队伍。公司主导产品为灯盏生脉胶囊、

灯盏细辛注射液，后续有多个灯盏花口服系列品种可以上市销售带

来新的增长，其中灯盏花滴丸，灯盏细辛软胶囊为全国独家产品。

公司销售收入 60%以上来源于口服药品的销售，抗风险能力高。 

公司现在主要渠道客户以国内知名医药公司为主，具备雄厚的

资金实力和完整的配送网络，完全能支持公司产品下一步扩大销售

规模。主要终端客户以三级医院尤其是国家规培医院为主，这些高

值终端具有较强的专业学术影响力，为公司产品的基层终端全面覆

盖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较上年度有前瞻性调整，主要体现

在： 

1、从原来产品单纯以患者急性期的治疗到涵盖患者出院后的康

复和慢病管理，目标客户由百万级变为千万级，大幅扩大适用人群

及覆盖面。 

2、从原来的以等级医院为主的高端处方药市场拓展到社区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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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和以连锁药店为主体的 OTC 市场，提高产品的可及性。 

3、重视互联网、新媒体和大数据在营销体系的应用，公司在运

营部门和营销体系均建立了对应的机构。 

报告期内公司商业模式的调整有助于扩大公司产品适用人群及

覆盖面，有助于公司销售收入的持续增长。 

（二）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2016 年公司经营情况稳步增长，基本达成年度计划。总体上虽

然受到医保控费、药占比等医改措施影响，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放缓，

公司通过专业化学术推广、加强预算管理、严控销售费用及管理费

用等措施，实现营业收入及利润增加。 

2016 年公司主要渠道客户以国内知名医药公司为主、主要终端

客户以三级医院尤其是国家规培医院为主，以及社区医院以及 OTC

市场；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供应商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公司实际控制人林艳和先生

将其拥有的“含有咖啡酸酯和灯盏花乙素的药用组合物及其制备方

法和应用”以及“灯盏细辛中咖啡酸酯的提取工艺”两项发明专利

无偿赠与公司，公司主要产品灯盏细辛注射液保护周期得到延长。

公司对营销费用采用“精准投入”的方式效果显著，全年销售费用

同比下降。公司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了《区域重点品种合作协议（区域代理）》战略合作协议，就公司主

打产品灯盏生脉胶囊在云南区域的独家代理经销合作达成共识，OTC

市场销售成为公司业绩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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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为完善公司经营管理层，公司聘用李驰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分管营销工作，同时为保证公司关键岗位的稳定性，报告

期内由公司董事会提请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认定核心员工 42 名，为公

司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完成两次定向增发，以 15

元每股的价格发行股份 2,115.1万股，募集资金 317,265,000.00元，

增强公司资金实力的同时，使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借款后有效降低

公司财务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三）竞争优势分析 

1、公司竞争优势： 

（1）产品优势 

①创新优势 

公司致力于植物药的研发和生产，以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及其

高度相关疾病的植物药为主攻方向。公司主导产品灯盏生脉胶囊、

灯盏细辛注射液均为专利保护、全国独家品种、国家医保目录产品。

公司主导产品灯盏生脉胶囊在 2007 年参与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

计划之重大疾病防治示范研究课题，对灯盏生脉胶囊在脑卒中二级

预防（预防复发）领域的临床疗效进行研究（SPIRIT 研究）。该研

究采用国际通用的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设计，

符合循证医学证据 A 级强度要求，灯盏生脉胶囊是目前唯一具有循

证医学证据的脑卒中二级预防用中成药。产品2007年正式上市，2016

年销售收入已达到 3.91 亿元。产品的创新性保证了公司各产品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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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后均能建立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不断推出创新型产品来保证公

司经营规模的快速增长。 

②疗效优势 

公司主导产品灯盏生脉胶囊，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在产品说明

书中记载可用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复发的口服中成药。产品上市以

来，除上述 SPIRIT研究之外，多项临床研究都显示产品在改善冠心

病、脑卒中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存质量，以及降低复发率方面具

有显著的效果。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发布的《2015年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诊治指南》中，公司主

导产品灯盏生脉胶囊是被记载可用于该疾病在“中成药治疗”中的

仅有 2 个药物之一，这是我国血栓性疾病治疗的国家级指南。灯盏

生脉胶囊被列入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诊治指南用药，将扩大灯盏生

脉胶囊的治疗领域。 

公司主导产品灯盏细辛注射液主要应用于脑缺血急性期的治疗，

该产品属于单味药材成药，具有较高安全性，具有充分的循证医学

证据，临床应用广泛。灯盏细辛注射液主要具有舒张血管，改善微

循环，提高心脑供血；调节血脂，降低血液黏稠度，改善血液流变

性；抑制血小板及红细胞聚集，促进纤溶活性；清除氧自由基，对

抗脂质过氧化及缺血再灌注损伤等药理作用。它是目前临床上广泛

使用的治疗心脑血管病的有效药物，主要用于瘀血阻滞，中风偏瘫，

肢体麻木，口眼歪斜，言语謇涩及胸痹心痛；缺血性中风、冠心病、

心绞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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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至 2011年，依托国家 863 计划，公司的灯盏生脉胶囊及

灯盏细辛注射液均完成了产品有效性的系统研究。 

③质量优势 

公司参加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中药上市后再评价关

键技术研究、中药注射剂上市后临床安全性监测”灯盏细辛注射液

项目，以研究灯盏细辛注射液不良反应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规范

灯盏细辛注射液临床合理使用，及时、有效控制药品风险。结果显

示：灯盏细辛注射液纳入监测31,724例病例，共监测到不良反应（ADR）

15 例次，无严重 ADR 发生，不良反应率万分之 4.7，不良反应发生

率属于“罕见”范畴。 

公司对灯盏细辛注射液的原料、提取物、浸膏和成品四个重要

环节都采用高效液相指纹图谱控制，确保每个环节合格，产品批间

一致性好。 

公司主导产品灯盏生脉胶囊尽管已连续进入 2010和 2015版《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标准，但质量标准的提升是企业永远的目标，

为了使产品更加可控，产品批间一致性更好。公司拟将灯盏生脉胶

囊中五味子和人参中的有效成分也进行含量控制，同时，用指纹图

谱控制这个制剂的质量将更好地反映药的全貌。2016 年度，开始了

灯盏生脉胶囊的标准提升及制法优化，并且递交两个专利：含有灯

盏细辛、人参、麦冬、五味子的药物组合物；一种灯盏生脉的制备

工艺。 

（2）研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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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云南省特色植物工程技术中心，

中心的天然药物研发设备及人员配置方面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公

司的独特优势在于能对中成药中复杂的成分进行分离，鉴定，对产

品的物质成分进行全面辨析，为产品质量标准的提升及产品后续的

开发奠定了物质基础。 

公司还与国内其它知名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将药理、药

代等研究采取外包方式获得研究成果。2016 年 11 月 20日，由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老年脑健康研

究中心、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的“生物谷•北京脑

健康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公司主导产品灯盏生脉胶囊也将从脑

卒中二级预防领域向认知障碍领域进一步拓展。2016 年 12 月，公司

与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签订了《SPONSORED RESEARCH 

AGREEMENT》（“研究协议”），委托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

对“灯盏细辛注射液中风及中风后脑保护机制”进行研究。此次研

究的目的是为了今后临床再评价研究做准备，主要研究灯盏细辛注

射液在改善缺血性卒中相关的临床的用量、用法和探讨潜在的神经

保护作用的可能机制。这也是生物谷拟开展的系列与国外高水平研

究机构合作项目之一，为中药产品的国际化打下一定科研基础。 

（3）产业化优势 

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公司已经针对产品选型、产品开发、专

业化种植、产业化生产到自主销售推广构成的全产业流程建立了完

善的管理体系，配备了专业化的队伍，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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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4）销售推广优势 

公司建立了覆盖全国 30 个省市的销售网络，主导产品在北京、

天津、山东、浙江、上海、江苏、福建、广东、重庆等经济发达省

市有较大销量。公司所拥有的高素质的专业营销团队、覆盖全国的

销售网络和良好的品牌形象，OTC市场做了一定布局，将大大加快公

司新上市产品的市场推广速度，使公司新上市产品在产业化生产后

能够快速建立领先的市场竞争优势。  

2、公司竞争劣势： 

（1）灯盏花在心脑血管中成药领域还是潜力产品，其它心脑血

管领域中成药品类（银杏类、丹参类、三七类）已形成了一定的产

业规模，灯盏花还未形成产业规模，市场突破尚需一定条件。 

（2）现有的公司的自有销售渠道主要覆盖有学术影响力的三级

医院，社区基层市场和零售市场才开始布局，还未形成协同效应。

 （四）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战略目标是成为心脑血管疾病防治领域的领军企业。公司

将充分利用全产业链优势，通过公司近二十年来对灯盏花药用价值

深入透彻的研究，发挥丰富的生产经验及技术储备，打造以灯盏花

为主要原料的系列中成药，服务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为达成公司的战略目标，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继续强化产品的完整价值证据链，持续巩固并扩大产品的销

售优势：主打产品灯盏生脉胶囊是目前国内唯一有循证医学 A 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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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用于脑卒中二级预防的口服中成药，同时中华医学会外科学

分会血管外科学组于 2015 年 6月发布的《2015 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

症诊治指南》中，仅有 2 个中成药被记载可用于该疾病的治疗，灯

盏生脉胶囊是其中之一。未来公司将不断加强上市产品的循证医学

研究，强化完整价值证据链，提升产品价值，寻求专家共识并积极

推动产品进入更多的主流用药指南，确保持续巩固并扩大产品的销

售优势。 

2、实施蓝海战略：2017年，根据国家“健康中国”战略，公司

将继续积极布局一级预防，积极参与国家“十三五”慢病管理和治

未病计划，数量级地扩大产品应用人群，开辟新蓝海。 

对于致残性和致死性极高的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的意义远远大

于发病后的治疗，将灯盏生脉胶囊这类安全有效的中成药用于该类

疾病的一级预防，将为我国慢病预防探索出新的可操作模式，具有

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灯盏生脉胶囊在心脑血管慢性病

一级预防领域具有显著优势，公司将发挥产品适应症合理，法定说

明书支持，临床研究效果明确，循证医学证据清晰等优势，针对 5

亿以上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和肥胖目标用户，拓展渠道和终

端，开展慢病管理、患者教育，让公司产品为更多的适用人群服务，

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3、借助中药标准化项目，提升公司高端制造能力：未来中药标

准化将成为趋势，将先进技术和控制手段应用于中药制造业。为此，

本公司已开展中药标准化项目，从药效成分入手，仔细研究，从药



公告编号：2017-016 
 

13 
 

理及药物代谢等基础研究验证药效成分，从成药中有效物质的含量

标准，倒推到制剂制造标准，原料生产标准，乃至中药材的饮片标

准，育种、种植、采收、加工标准化。最终把产品的全过程进行标

准化，从而生产出批间一致性好，疗效稳定可靠的高端制造产品。 

2016 年启动“灯盏生脉胶囊标准化项目”，通过该项目达成以

下总体目标： 

（1）对灯盏细辛实行规范种植，对种植资源进行研究； 

（2）对灯盏生脉胶囊的质量标准进行提升，增加含量测定指标；

（3）对灯盏生脉胶囊的生产全过程的参数设计，完成灯盏胶囊

从药材提取车间和制剂生产设备的改造和升级，实现自动化控制

及全过程质量控制；（4）对灯盏生脉胶囊进行网络药理学研究。 

4、继续加大研发精准投入、扩大核心产品专利保护网：通过公

司专利战略，形成专利保护网，延长公司产品的生命周期。同时与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上海中医药大学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

对公司现有产品进行药理药代、生物利用度方面的研究，为产品二

次开发奠定基础。 

5、加快拟上市产品研发：加快复方咖啡豆胶囊研究进度，开辟

保健品市场，完善扩充公司产品线。形成以主导产品灯盏生脉胶囊

快速增长和灯盏细辛注射液稳定增长，其它产品有力补充的梯队产

品格局。通过公司专业化营销能力、产品线拓展能力，拉动业绩的

增长。 

（五）经营计划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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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预计实现销售收入增长 10%以上的目标，为达成公

司 2017 年度公司经营目标，将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营销方面将通过灯盏生脉胶囊加大基层终端拓展；灯盏细辛

注射液增加省级优质代理商；并建立大型代理商服务和管理体系；

积极开拓 OTC 市场和标外市场。实现全渠道营销，大幅增强产品可

及性。 

（1）对现有组织架构进行调整，以营销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利用

为原则，整合市场推广、商务、渠道、政府事务等资源，统一管理、

调配。建立营销项目管理制，建立营销责任中心制，优化市场销售

和学术活动评价与考核激励机制，提升公司对销售和市场变化的反

应速度。 

（2）销售渠道拓展：公司目前的销售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

山东、浙江、广东、福建、重庆、上海等经济发达省市，且以三级

医院销售为主，基层医疗终端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市场。随着国家分

级诊疗制度和医保控费的推行，诸多病患将从原来的三级医院逐步

转向二级或县级医院，要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实现口服制剂产品销

售渠道下沉至二级及以下医院（城市社区医疗中心、县级医院），

注射剂品种扩大覆盖县级医院（二级以上）。 

（3）开展临床研究，打造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链，提升公司

产品力：通过与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开展灯盏生脉

胶囊治疗早期痴呆有效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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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灯盏细辛注射液治疗糖尿病/糖尿病肾病人群统计分析研究工作，

开展灯盏生脉胶囊 ASO 循证医学证据研究，打造完整的产品循证医

学证据，做好公司基础研究成果和临床研究成果学术应用，形成灯

盏生脉胶囊二级预防的专家共识及进入主流临床路径、诊疗指南，

提升公司产品力。 

（4）整合现有商业渠道：配送逐步向全国主流医药商业集中，

与 10-15 家主要医药商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5）拓展 OTC 市场和标外市场：继续建设云南 OTC 标杆，建

立一只覆盖数量不低于 14 个省区的 OTC 销售队伍，实现新增实销

药店不低于 1 万家。 

2、继续推行精益生产、保证供应、节能降耗的生产管理策略：

围绕“质量、成本、效率”加强生产管理，开展 QIT 活动，推行精

益生产，节能降耗，提高生产效率，保证市场供应；进一步优化和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提升质量意识，提高产品质量；强化安全、环

保工作，提高员工安全生产意识，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3、以经营目标为导向，建立公司、业务体系和部门三级目标管

理体系；优化公司组织架构，建立责任中心制，实现合理授权及决

策中心下移；建立和完善公司项目管理机制，强化公司项目管理力

度，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和完成。 

4、结合灯盏花品种特性及全产业链的优势，充分发挥自身提取

精制技术的优势，降低提取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 

5、加强预算管控，有效降低成本费用。对信息系统进行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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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提升工作效率。 

该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提示投资者对此保

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并且应当理解经营计划与业绩承诺之间的差异。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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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变化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4、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报告期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