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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58            证券简称：华通医药             公告编号：2019-015 

债券代码：128040            债券简称：华通转债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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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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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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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通医药 股票代码 00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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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赤杭 钱卓慧 

办公地址 绍兴市柯桥区轻纺城大道 1605 号 绍兴市柯桥区轻纺城大道 1605 号 

电话 0575-85565978 0575-85565978 

电子信箱 sxhtyy@sxhtyy.net sxhtyy@sxhtyy.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生产销售等业务。药品批发业务由母公司负责，主要模式是向本地及周边部分

区域的医疗机构等客户批发配送药品。公司药品批业务以终端销售（纯销模式）为主，直接面向终端客户的销售比率一直在

90%以上。药品零售业务由全资子公司华通连锁负责，药品零售业务实行统一管理模式，公司大部分的零售门店分布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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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这样的网络布局，既取得了在农村市场先入优势，避免与竞争对手的正面竞争，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农民“买

药难、买药贵”的问题，使公司形成了独特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药品生产销售业务由全资子公司景岳堂药业负责，主要生产

加工中药饮片（包括中药配方颗粒）及生产外用药制剂。公司特别重视中药饮片业务的发展，实现中药饮片业务的跨跃式发

展是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内中药饮片业务收入继续取得了较快增长。 

公司是浙江省商贸流通业诚信示范企业，浙江省医药商业十强企业，公司的批发和零售的主营业务收入在商务部的统计

排名中均列入全国百强。公司未来的发展将继续以现代医药物流基地和中药饮片生产加工基地作为后台支持，以公司的批发

零售网络作为拓展前台，通过诚信经营和精准优质的服务来赢得市场，并借助国家产业政策推动药品流通改革的契机，加大

投入，努力打造现代大型医药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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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2,689,101.48 1,369,098,128.17 11.22% 1,257,977,04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63,260.76 42,063,816.23 -17.83% 40,155,18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446,645.91 42,010,731.90 -27.53% 38,162,413.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37,830.51 23,866,639.73 57.70% 4,549,980.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0 -20.00%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0 -20.00%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0% 7.33% -1.43% 7.4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511,206,474.29 1,213,385,293.14 24.54% 1,059,233,34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6,341,498.50 580,320,006.22 9.65% 553,656,1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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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938,743.31 348,377,170.23 388,839,109.05 395,534,07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95,288.74 12,703,655.16 7,147,454.35 7,016,86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15,213.34 10,910,642.86 6,393,122.90 5,827,666.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070,363.53 36,382,225.41 7,924,622.09 42,401,3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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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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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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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绍兴华通

商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25% 55,125,000 0 质押 44,000,000 

钱木水 境内自然人 9.61% 20,172,750 15,129,562 质押 20,172,750 

沈剑巢 境内自然人 3.99% 8,387,250 6,290,437 质押 7,732,823 

朱国良 境内自然人 3.00% 6,300,000 4,725,000 质押 5,813,282 

浙江大熊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伽利略壹号

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2.76% 5,786,727 0   

周志法 境内自然人 1.32% 2,780,050 2,756,250   

何锐 境内自然人 0.89% 1,870,000 0   

沈柳生 境内自然人 0.65% 1,370,000 0   

刘志雄 境内自然人 0.61% 1,285,825 0   

李华锋 境内自然人 0.60% 1,261,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钱木水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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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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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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 

华通转债 128040 2024 年 06 月 13 日 22,396.25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本报告期未到付息兑付日。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对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

通转债”）进行了跟踪评级。联合评级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行业发展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浙江华

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跟踪评级结果：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

定”；公司公开发行的“华通转债”的债券信用等级为“AA-”。联合评级出具的《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详见2018年7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7.77% 52.24%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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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零售相关业 

     公司继续以“发展医药、保障健康”为使命，进一步强化管理，规范运作，正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并根据公司的发展战

略，积极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加大投入，努力提升公司业务拓展与升级；同时在经营上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努力创新经营

模式，公司继续保持了稳健发展的局面。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22,689,101.4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22%；实

现营业利润42,244,826.4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76%；实现利润总额41,259,719.0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11%；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563,260.7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83%。 

     报告期内，公司的药品批发、药品零售及药品生产业务的营业收入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而相关利润出现一定幅

度下降，主要原因为：公司完成相关建设项目，固定资产增加致计提折旧增加；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按实际利率计提利

息致财务成本增加；公司中药饮片业务收入虽取得了较快增长，但相关投入成本也在进一步加大，所产生的相关效益尚对公

司整体效益的支持尚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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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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药、中成药 1,195,729,992.83 97,291,917.02 8.14% 7.52% -13.47% -1.97% 

中药材、中药饮

片 
277,373,641.61 116,872,769.24 42.14% 26.59% 73.79%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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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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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

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

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

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

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

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本期金额331,152,613.09元，上期金额

304,049,038.78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本期金额318,517,760.80元，上期金额

313,654,500.08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155,478.10元，上期金额

2,409,481.25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899,561.89元，上期金额

345,913.05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

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

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

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9,040,654.82元，上期金额

7,064,416.62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

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期金额0.00

元，上期金额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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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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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内新增2家单位 

1、2018年3月26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同意全资子公司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浙江景岳

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浙江景岳堂药业持有其100%股权。2018年3月29日，浙江景岳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

记，法定代表人沈建林，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生物技术产品（不含药品）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生产、

销售：食品、保健食品、生物技术产品（不含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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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MA2BE5YQXR。 

2、子公司浙江景岳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14日投资设立绍兴市柯桥景岳堂药食同源体验馆有限公司，子公司

浙江景岳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股权100%。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木水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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