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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3         证券简称：力生制药              公告编号：2019-008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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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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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

本 182,454,99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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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生制药 股票代码 00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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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霏霏 刘子珑 

办公地址 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赛达北一道 16 号 

电话 022-27641760 

电子信箱 lisheng@lishengphar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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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化学药片剂、硬胶囊剂、滴丸剂、冻干粉针剂、水针剂、

原料药等产品的生产销售。报告期内主营业务范围未发生变化。 

    （二）医药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人口增长、老龄化进程加快、医保

体系不断健全、居民支付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健康需求逐步得到释放，持续促进了

对医药产品的消费。但是，药品相关政策频出，一方面，两票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国家药

品集中带量采购等政策对药品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也陆续出台了鼓励医药企业

创新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推动医药企业积极布局创新药。 

    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化，医保控费和药品降价趋势将延续，公司所处的化学制药行业预计增

速将有放缓趋势，具有研发优势和整合能力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具有临床价值的产

品将获得更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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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503,607,407.43 1,029,433,431.40 46.06% 846,853,22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977,556.78 116,817,244.27 58.35% 115,606,30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215,295.40 107,663,525.30 51.60% 114,012,40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686,709.87 179,246,598.68 -9.24% 173,596,260.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1 0.64 57.81% 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1 0.64 57.81% 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8% 3.83% 2.05% 3.8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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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3,917,201,547.49 3,682,038,382.30 6.39% 3,485,746,65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12,355,312.03 3,079,721,229.72 4.31% 3,015,150,2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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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833,564.95 375,684,376.50 330,545,004.27 403,544,46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928,973.44 27,868,989.13 36,158,790.72 80,020,80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882,368.77 27,871,481.68 35,811,427.28 58,650,017.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111,547.66 23,186,441.86 68,206,924.45 7,181,7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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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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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金浩医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36% 93,710,60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7% 4,507,700    

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总

公司 
国有法人 0.71% 1,301,535    

陈崇熙 境内自然人 0.59% 1,083,500    

孙治明 境内自然人 0.48% 882,700    

王爱玲 境内自然人 0.30% 546,551    

罗育文 境内自然人 0.23% 428,000    

杨立军 境内自然人 0.23% 420,000    

杨忠华 境内自然人 0.22% 410,500    

赵双梅 境内自然人 0.22% 400,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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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陈崇熙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1083500.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83500.00 股； 

罗育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370000.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58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28000.00 股； 

赵双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400300.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003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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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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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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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8年，力生公司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

真落实董事会工作部署，坚持以深化企业改革为动力，以提升质量效益为目标，扎实推行各项

重点工作稳步落实，生产运营保持了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出色地完成了各项生产经营指标。 

   （一）2018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2018年，公司合并口径实现营业收入150360.7万元，较上年增长46.1%。利润总额21398.9

万元，较上年增长63.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497.8万元，较上年增长58.3%。资

产总额391720.2万元，较上年末增长6.4%，净资产321235.5万元，较上年末增长4.3%。 

   （二）2018年经营工作完成情况： 

    1.优化营销资源组合，推动营销变革 

   （1）引智专家规划营销体系。坚定加快营销转型的决心，启动营销咨询项目，发掘公司

产品线的增长潜力与合力，助力渠道打通，推动产品增量。 

   （2）多措并举助推增量创收。全力推进“一品一策”、“盘古计划”和“春竹计划”，启动

吲达帕胺片药物经济学研究项目，开展麻仁“中医便秘治疗专家共识意见”和氢可“专家急诊

用药共识”活动，以绿色学术带动医疗终端的覆盖。 

   （3）多点发力促网销和出口增长。深化与药品网销平台的合作，对麻仁软胶囊等多个产

品进行专业推广，实现互联网销售增量。继续落实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产品国际注册，全年

实现产品出口收入同比增长。 

   （4）品牌策略发挥联动效应。继续加大广告投入，强化央视、央广等权威主力媒体与报

刊、展会、地铁等传统媒体的线上线下合作模式。继续发掘公众号、官微等新媒体优势，积极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精准扶贫南疆，提升公司及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 

    2.恪守质量第一理念，新品研发有序推进 

   （1）质量体系得到进一步提升。坚持GMP管理常态化，聘请国家级检查官和质量审计机

构进行合规培训，增强各级管理人员的风险防控意识。对中央药业头孢车间和生化制药厂房进

行GMP改造和设备升级，年内通过了GMP认证。开展质量攻关，获全国QC小组一等奖4个，

全国最佳发表奖1个。强化重点品牌培育，寿比山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化学制药行业降血压类

优秀产品品牌，“头孢克洛缓释片”新获天津市名牌产品称号。2018年力生制药和生化制药产

品生产和抽检合格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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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科研项目开发扎实推进。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科技投入率6.3%，推动新产品研发和

工艺改进。出台科研项目奖励办法，构建富有活力的研发体系和成果导向的激励机制，激发研

发人员的干事创业热情，保障了公司13个在研新品和4个工艺改进项目有序开展。 

   （3）一致性评价工作加速推进。优化一致性评价小组架构，实现在人员、设施和信息资

源等方面共享，积极协调合作机构，定期开展现场资料核查，确保项目进度和数据真实性，在

已开展的47个品规中，开展预BE实验8个，BE实验5个，多个一致性评价品种已上报至国家评

审中心。 

    3.优化生产组织，提升效率保障运行 

    降低原料采购风险，适时储备短缺原料。加强采购成本管控，统筹运输物流配送。持续提

升生产现场管理水平，专项治理车间粉尘和锅炉房噪音，改善了生产作业环境，保障了员工职

业健康。生产系统全力满足市场需求，推行小品种集中生产和车间人员优化组合，提高生产效

率。 

    4.狠抓责任落实，筑牢安全环保底线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组织安全专项联合检查，落实隐患整改。

实行安全绩效量化考核，全年未发生大的安全生产事故。提升环保系统化管理能力，主动升级

环保设施，加强运转监控，加大环保检测频次，合规处理危险废物，通过一系列措施，全年各

厂区环保运行无事故。 

    开展节能技改，提高新能源利用效率，力生制药能源费同比下降10%，中央药业完成太

阳能路灯改造、生化制药减容变压器等项目，降低能源消耗。 

    5.推进资本运作，重点项目加快落地 

    开展投资合作项目筛选40余家，现场调研9家，补强发展短板、完善产业链。全力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完成力生新厂扩建项目后评价，中央药业沧州原料药基地项目完成环评、安评报

告编制，进入设计优化、设备选型阶段。 

    6.统一战略思想，集团管控更加明晰 

   （1）财务管控职能逐步加强。强化集团化财务统筹调配，帮助生化制药解决资金困难。

坚持全面预算管理，切实做到全面预算、科学预算，确保预算的可执行性。 

   （2）人力资源体系逐步完善。推进绩效薪酬体系优化，力生制药制定子公司企业负责人

年薪考核办法，完善述职评议，实施全员绩效考核和奖励。坚持打造学习型企业文化，完成“卓

越经营和提升领导力”培训、“团队动机管理”沙盘实战演练和“持续优化”等培训共119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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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人次。 

   （3）基础管理水平逐步提高。完善制度体系，优化管理流程，全年共梳理、修订制度207

个。提高防范运营风险的能力，实现合同法律审核全覆盖。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力生制药完

成浪潮营销系统与财务系统对接，实现差旅费用数据直采。生化制药完成浪潮存货管理模块的

二次开发和OA办公流程架构搭建，全面推进大数据应用和无纸化办公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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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产品 1,503,607,407.43 215,011,157.86 71.59% 46.06% 64.60% 8.38% 

胶囊 118,065,756.28 16,883,033.99 54.31% 9.74% 23.67% -2.73% 

片剂 1,166,828,016.11 166,852,757.93 77.13% 49.97% 69.00% 8.44% 

针剂 195,233,837.92 27,917,828.38 56.05% 59.50% 79.74% 13.29% 

其他 23,479,797.12 3,357,537.57 12.47% 9.75% 23.68%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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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0,360.7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1%，主要原因是：

公司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完成销售收入优于预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497.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3%，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同时，受益于公司管理效率

提高，公司的成本费用得到有效管控，整体效益提升。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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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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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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北昆

仑制药有限公司，已取得了河北省沧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下发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130931MA09RPG618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河北昆仑制药有限公司情况如

下： 

注册地址：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化工大道以南、经四路以东。 

法定代表人：尹家智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原料药、中药提取、麻醉药品、中间体原料的制造（危险化学品除外）；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普货运输；一般货物仓储服务；技术咨询及

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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