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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8                              证券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9-18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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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

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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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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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环生物  股票代码 0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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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开发区定山路十号  

传真 0510-86408558  

电话 0510-86408558  

电子信箱 0518shsw@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情况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药上市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药品、保健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近年来，公司医药产业经营形势日益严峻。为了不断优化盈利能力，提高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正谋求产

业转型，基于看好大农业行业发展前景，公司于2015年设立了江苏晨薇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公司收购了广西洲际林

业投资有限公司，逐步向生态农林行业转型，扩大上市公司经营规模。 

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是目前主要产品有四个：德路生（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2）；新德路生（重组人白介素-2注

射液）；欣粒生（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环尔博（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 

江苏晨薇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究、开发、种植、销售于一体的园林绿化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花卉、

林木（不含种子木苗）的研究、开发、种植和销售；园林景观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景区的规划、策划；园林古建筑工

程、市政工程、土石方工程、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雕塑工程、钢结构工程、绿化养护工程、生态环保工程的设计、施工。 

广西洲际主要从事桉树的种植、养护、销售，目前广西洲际拥有林木资产九万余亩。 

（二）处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制造2025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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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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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经济不断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政府卫生投入不断增加、医保支付体系不断健全的背景下，我国

医药行业发展迅速。根据工信部、发改委等部门发布的《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我国“十三五”期间，医药工业主营业务

收入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要高于10%，占工业经济的比重显著提高。伴随我国居民支付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人口

老龄化、医疗改革进程的推进，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医药行业仍将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为公司发展提供良好机遇。 

      但另一方面，行业内专业化程度较高、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医药企业数量较少，行业整体技术水平不高，企业之

间产品互相仿制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市场内产品重复现象严重，在国家“降低药价、提高服务价”的思路下，企业之间的价

格竞争日益残酷，行业整体竞争水平十分激烈。 

医药行业的消费支出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质量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因此没有明显的行业周期性。 

2001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城市绿化工作会议，并下发了《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该通知对今后一段时期的城

市绿化指标提出量化要求，使得各级政府对城市绿化工作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化率逐年提升，城市人口稳步增加。每年新增城市人口带来的新增城市

公共绿地需求以及城市扩张带来的新增绿地需求大大增加了园林市场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住宅区的园林景观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城市绿化条例》和《城市绿化规划

建设指标的规定》，新建居住区绿地占居住区总用地比率须达30%以上，这些规定为住宅园林的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 

随着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城市园林绿化面积规模也在不断增加，相较于政府投资，社会资金投资城市绿化行业已

成为园林行业发展的主要增长面，而其中的居住区景观园林市场依托于商品住宅投资额的快速增长已成为中国园林行业发展

的主要增长点。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生物制药方面，北京四环系国内最早从事生物医药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之一，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水平先进，

产品质量较高，在市场中享有一定知名度，主要产品EPO注射液、注射用白介素-2的市场认可度高。 

    生态农林方面，晨薇生态园现自有苗圃位于江阴市澄江镇云亭街道(绮山)，江阴市顾山镇东岐村，苗木总量达53万余株,

常用苗木品种较多能满足绝大多数的工程用苗；广西洲际拥有桉树等用材林资产九万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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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514,079.67 346,054,646.61 14.29% 327,313,30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39,589.94 7,288,394.73 -503.92% 4,472,92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237,281.18 -14,881,852.83 -103.18% 571,115.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66,810.71 -10,785,813.91 309.23% 11,579,773.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86 0.0071 -502.82% 0.0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86 0.0071 -502.82% 0.0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 1.17% -5.97% 0.7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925,876,050.58 931,628,406.78 -0.62% 1,017,357,93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9,197,655.18 628,637,245.12 -4.68% 611,095,0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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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36,603.08 94,867,051.63 100,507,371.73 114,103,05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65,354.61 -2,536,615.08 -10,420,808.28 -20,047,52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3,819,726.18 -3,276,599.43 -10,508,421.21 -20,271,98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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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74,906.54 19,029,873.53 38,066,832.40 22,566,8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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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8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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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明 境内自然人 14.00% 144,138,394 0 质押 144,130,000 

昆山市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60% 88,593,189 0   

中微小企业投

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9% 72,994,542 0   

郁琴芬 境内自然人 4.60% 47,357,842 0 质押 46,770,000 

赵龙 境内自然人 4.18% 43,062,918 0 质押 40,000,000 

徐瑞康 境内自然人 3.63% 37,330,319 0   

张惠丰 境内自然人 3.12% 32,139,164 0   

广州盛景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2% 30,100,000 0 

质押 30,000,000 

冻结 30,100,000 

郭正祥 境内自然人 2.79% 28,768,869 0   

陈建国 境内自然人 2.53% 26,096,80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王洪明与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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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权结构比较分散，没有单一股东持有公司 30%以上的股权，没有单一股东可以对公司决策形成实质性影响，根据

《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定义

和关于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认定的相关规定,公司认为目前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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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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随着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医保控费仍将持续，医保支出结构不断调整，两票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新版基药目录发布、重点监控目录、国家带量采购等政策快速出台并实施，医药行业加速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市场竞争更

趋激烈。 

目前，公司医药类产品主要为北京四环生产的白介素、EPO、G-CSF，品种较为单一，受市场及政策影响比较明显。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2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43.96万元。 

报告期内，江苏晨薇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比2017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完成项目工程“九龙湖社区回迁小

区绿化工程”， 江阴市神华寺绿化、景观工程，江阴市神华路、老街南路及周边道路绿化亮化景观工程，山东潍坊中船一号

公馆绿化景观及铺装亮化工程、江阴怡江城景观绿化工程等多个项目均已动工。 

报告期内，广西洲际林业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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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 334,189,247.75 -872,513.08 85.89% 3.28% -102.53% 6.52% 

用材林 42,413,781.00 4,200,338.74 11.22% 224.55% 364.13%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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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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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本公司根据

相关要求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1）原“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收款”项目列报；

（3）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并入“固定资产”项目中列报；（4）原“工程物资”项目并入“在建工程”项目中列报；（5）原“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付款”项

目列报；（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并入“长期应付款”项目中列报；（8）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列示于

“研发费用”项目，不再列示于“管理费用”项目；（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10）股

东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二、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财政部于2018年9月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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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国建 

2019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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