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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6              证券简称：北陆药业               公告编号：2016-017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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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

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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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25,993,251 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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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陆药业 股票代码 3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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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刘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32 号枫蓝国际写字楼 A 座 7 层 

传真 010－82626933 

电话 010－62625287 

电子信箱 blxp@beil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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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对比剂系列、抗焦虑类中药和降糖类等药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对

比剂系列产品为公司的主导产品，也是公司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主要包括磁共振对比剂、

非离子型碘对比剂和口服磁共振对比剂，公司目前共有五类、十五个规格的产品面市。九味

镇心颗粒是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治疗焦虑障碍的纯

中药制剂。降糖类产品是公司重要的业务领域之一。 

此外，公司通过设立精准医疗事业部，进行相关领域的开发研究，并通过外延式发展参

股南京世和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美康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纽

赛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逐步实现在精准医疗和肿瘤个性化诊疗领域的战略布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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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3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91,430,959.90 439,980,365.54 439,980,365.54 11.69% 331,615,821.48 331,615,82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2,579,244.19 86,768,938.23 86,768,938.23 -62.45% 65,971,720.38 65,971,72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802,502.98 84,409,185.89 84,409,185.89 -64.69% 63,389,319.64 63,389,31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0,853,234.72 42,107,536.11 42,107,536.11 92.02% 41,369,951.29 41,369,951.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28 0.28 -60.71% 0.22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28 0.28 -60.71% 0.22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98% 14.74% 14.74% -9.76% 12.29% 12.29%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2013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050,020,353.40 907,004,932.35 907,004,932.35 15.77% 620,542,201.37 620,542,20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91,162,882.00 623,200,612.37 623,657,860.37 42.89% 559,380,988.61 559,380,988.6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 2015 年 11 月 4 日印发财会[2015]19 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7 号》，根据该解释

规定，公司变更限制性股票在等待期内发放现金股利的会计处理和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

收益的计算方法，公司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追溯调整 2014 年发放现金

股利处理，调增 2014 年末未分配利润 457,248.00 元，相应的调整 2014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调整 2015 年发放的未锁的限制性股票的现金股利处理，调增未分配利润

265,376.00 元。上述事项累计调整未分配利润 722,624.00 元，由于数额较小，对 2014 年度的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数据基本没影响。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5,948,130.85 155,829,373.29 125,233,514.01 94,419,94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30,232.95 35,097,425.03 22,918,904.42 -45,867,31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478,782.27 34,516,154.69 21,715,868.10 -46, 908,30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03,406.50 29,561,554.60 39,781,601.30 2,406,6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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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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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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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5,868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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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代雪 境内自然人 21.52% 71,117,018 59,933,402 质押 9,200,000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10% 40,000,000    

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59% 15,163,94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3.49% 11,525,152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2% 8,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其他 2.40% 7,935,197    

常州京湖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5% 7,751,937 7,751,937 质押 7,751,93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优势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59% 5,243,347 0   

李晓祥 境内自然人 1.58% 5,232,558 5,232,55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其他 1.30% 4,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王代雪、洪薇、段贤柱、

武杰、刘宁、李弘为公司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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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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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围绕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年度经营目标，公司坚持技术创新，立足对比剂、精

神神经、内分泌三大领域，积极应对行业及市场环境变化，从安全生产、提高研发和营销实

力、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效率等多方面开展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143.10 万元，同比增长 11.69%；利润总额 4,800.47 万

元，同比下降 57.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57.92 万元，同比下降 62.45%。其

中，母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2,486.96 万元，同比增长 3.11%；利润总额 5,658.03 万元，同

比下降 41.26%；净利润为 4,033.21 万元，同比下降 48.96%。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美康

士及其控股子公司业绩未达预期，合并报表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 6,026.04 万元。母公司因中

美康士及其控股子公司业绩未达预期计提了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4,068.78 万元，扣除此影

响，母公司利润总额为 9,726.81 万元，净利润为 8,101.99 万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中美康士及其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收入为 6,656.14 万元；营业务成本为 959.66 万

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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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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剂 352,363,643.37 100,717,823.41 71.42% 4.66% 3.34% -0.09% 

细胞免疫治疗 66,561,373.76 9,596,573.43 85.58% 138.50% 219.94%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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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 4,464.87 万元，同比下降 59.23%，主要因中美康士业绩不及预

期，公司在对中美康士和其子公司重新进行评估和减值测试后，合计计提减值损失 6,026.04

万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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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1月4日财政部发布“财会[2015]19号”文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

的通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公司变更限制性股票在等待期内发放现金股利的

会计处理和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方法，公司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

整法处理。 

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相关规定，公司：（1）追溯调整2014年发放的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现金股利处理，调增2014年末未分配利润457,248.00元；调整2015年发放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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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的限制性股票的现金股利处理，调增未分配利润265,376.00元。上述事项，累计调整未分

配利润722,624.00元；（2）原计入“长期应付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因限制

性股票回购义务确认的负债调至“其他应付款”科目核算；（3）由于金额较小，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对以前年度的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数据基本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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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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