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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0                               证券简称：重药控股                           公告编号：2019-033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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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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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药控股 股票代码 00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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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涛 曹芳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大同路 1 号 重庆市渝中区大同路 1 号 

传真 023-63910671 023-63910671 

电话 023-63910671 023-63910671 

电子信箱 000950@cq-p.com.cn 000950@cq-p.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重药控股是重庆市国资委重点骨干子企业，是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医药流通业务。公司

立足医药商业和医养健康协同发展，是西部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报告期内，国家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医药行业的改革

政策，促使行业整体产业调整和升级。面对医改政策带来的行业变革，公司对外抢抓资源、拓展市场，对内深挖潜力、提高

效率，有力推动了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行业地位不断提高，持续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一）医药商业 

医药商业板块涵盖药品、医疗器械、保健产品的纯销、分销和零售。报告期内，公司营销网络已覆盖全国31个省（市、

自治区），继续围绕“一张地图、两张网络、三级配送、四个业态、五个支撑”二十字战略方针，坚持以重庆为核心，夯实西

部大本营，挺进中原，走向全国。在新疆、湖北、河南、宁夏等地成功收购多家医药商业公司，以重庆为核心的“一张西部

地图”构建完成，实现西部商业网络全覆盖，并搭建华中地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省级平台，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

建立了14家医药商业省级平台。同时，公司在不断扩大配送网络覆盖面的基础上，深耕下沉配送网络，从省市级网络延伸至

各区县级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和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终端，让城乡居民共享医药健康服务。截至本报告期末，

公司在重庆市内区县销售实现全覆盖，入围40个联合体，全市医疗机构覆盖率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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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信息化建设上，搭建“和平健康”APP、处方流转平台、专病系统等创新服务平台，积极寻求医保特病的实现渠道，

目前已上线运行便民药房和院外药房多家，以多种方式带动DTP药房、便民药房销售。依托云计算、物联网等高新技术，以

药品零售企业为服务载体，通过开设“云药房”实现处方电子化流转的新型医药服务模式，同时，通过病程管理系统及慢病管

理系统，联合医院、药店、患者多方参与，建立线上医患交流渠道，提高患者的就医体验。 

公司构建“医药+互联网”平台，开展B2B、B2C、O2O等医药电商业务。公司拥有包括全国知名品牌“和平药房”在内的直

营零售门店616家。拥有“和平全球购”跨境电商平台及和平药房网上商城，同时开展院内自费药房、DTP特药直送、医院输

注中心等业务。 

公司拥有国内领先的现代医药物流配送中心，在国内设立多个分配送中心，仓储面积超20万平方米，并利用院内智能物

流技术手段，与大型综合医院开展合作，实现库房前移，与中小型医院及区域医疗中心优势互补，构建中央库房，实现集中

配送，提高药品流转配送效率，降低居民用药成本，改善居民健康状况。 

（二）布局发展医养大健康 

医养健康板块以医疗、养老、康复为三大业态，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革，通过新建、并购等方式，运营管理优质医疗机

构，布局基层医疗网点，拟构建以三甲综合医院为塔尖，以特色专科医院、二级综合医院为塔身，基层医疗机构为塔基的金

字塔型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开展机构养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打造高端医养服务综合体，建立医养护一体的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探索“互联网+”居家养老新模式，打造立体养老服务平台。加快基层医疗网点布局，为居民就近诊疗提供便利，

提供了多项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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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02,739,160.42 23,044,600,748.73 11.97% 23,415,694,76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0,667,278.57 1,106,266,191.36 -37.57% 264,417,06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5,305,904.13 133,620,128.98 375.46% -680,197,468.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5,762,262.41 -1,101,982,874.56 -54.79% -41,545,571.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64 -37.50%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64 -37.50%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4% 17.70% -7.86% 4.7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20,114,884,429.08 15,204,887,687.83 32.29% 19,086,397,78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19,684,703.88 6,717,581,560.76 8.96% 5,775,399,6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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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0,791,507.91 6,041,086,275.02 6,318,936,602.97 7,371,924,77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390,660.61 172,099,901.23 138,517,919.80 242,658,79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305,296.39 165,545,375.83 137,867,202.88 201,588,029.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2,533,105.13 -392,684,804.64 103,155,709.94 76,299,9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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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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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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1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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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8.47% 664,900,806 664,900,806   

重庆建峰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33% 282,294,397 0   

深圳茂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99% 172,647,404 129,485,553   

茂业商业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4% 73,327,536 54,995,652   

重庆渝富资本

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战略性

新兴产业医药

专项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21% 72,778,526 54,583,895   

天津天士建发

生物科技发展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1% 57,183,128 42,887,346   

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5% 35,497,726 26,623,295   

重庆智全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5% 30,197,985 0   

广州白云山医

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 25,992,330 19,494,248   

重庆渤溢新天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0% 15,595,398 15,595,3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化医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化医集团控股子公司，重庆渤溢新

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化医集团一致行动人。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与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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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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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8年公司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8.03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9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6.35亿元。实现每股收益0.40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每股收益0.37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所有者权益为81.08亿元，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后所有者权益为73.20亿元，资产总额为201.15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有序推进了业务内生增长与外延扩张，加强集约化发展和创新转型，完善战略产业布局，区域协同发

展初显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沉着应对医改政策带来的行业变革，对外抢抓资源、拓展市场，对内深挖潜力、提高效率，有力推动了

企业持续健康发展。2018年8月28日，重药控股在深交所恢复上市、入选国务院国企改革“双百企业”，翻开了企业发展的新

篇章。 

（二）公司的重点工作及亮点 

1、医药商业板块中西部区域布局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一张地图、两张网络、三级配送、四个业态、五个支撑”二十字战略方针，坚持以重庆为核心，夯

实西部大本营，挺进中原，走向全国。在新疆、湖北、河南、宁夏等地成功收购多家医药商业公司，以重庆为核心的“一张

西部地图”构建完成，建立了14家医药商业省级平台，实现西部商业网络全覆盖。 

2、加快信息系统建设，构建“医药+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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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公司搭建“和平健康”APP、处方流转平台、专病系统等创新服务平台，积极寻求医保特病的实现渠

道，目前已上线运行便民药房和院外药房多家，以多种方式带动DTP药房、便民药房销售。依托云计算、物联网等高新技术，

以药品零售企业为服务载体，通过开设“云药房”实现处方电子化流转的新型医药服务模式，同时，通过病程管理系统及慢病

管理系统，联合医院、药店、患者多方参与，建立线上医患交流渠道，提高患者的就医体验。 

公司构建“医药+互联网”平台，开展B2B、B2C、O2O等医药电商业务。公司拥有包括全国知名品牌“和平药房”在内的直

营零售门店616家。拥有“和平全球购”跨境电商平台及和平药房网上商城，同时开展院内自费药房、DTP特药直送、医院输

注中心等业务。 

3、物流体系建设有序进行 

报告期内，公司第三方医药物流业务暨西部分仓业务发展迅速，现代物流基地（二期）提前投入建设。同时，随着公司

各地营销网络的不断完善，配合业务量的增长，公司在四川、贵州、湖北、甘肃、宁夏等地的省级物流中心建设相继启动。 

4、医养健康板块在探索中前行 

公司医养健康板块全面推进医疗服务战略布局，初步形成了金字塔型医疗联合体雏形。 

5、医药研发收获新成果 

公司利用药品上市许可人持有制度，着力提升医药研发能力，持续研发、培育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医药新品种。推进

PLGL等4个已立项项目研发工作，调研了40余个新项目，重点跟进10余个，完成1个品种的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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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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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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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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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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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7,176,575.26元，上期金额7,371,753,49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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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5,792,289.59元，上期金额5,905,721,447.67元； 

 “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和上期金额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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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调整。 调增 “其他应付款 ”本期金额 8,815,898.76元，上期金额

14,713,139.76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112,237.83元，上期金额112,237.83

元； 

 “在建工程”本期金额和上期金额均无影响； 

 “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和上期金额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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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243,393.58元，上期金额2,253.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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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期金额和上期金额均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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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合并范围变动原因 

甘肃重药医药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重庆医药集团宜宾医药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重庆医药(集团)新疆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重庆医药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湖北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重庆科博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重庆医药渝北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主清算 

重庆医药集团云阳和平医药有限公司 注销 

重庆医药湖北利源医药有限公司 设立 

重药控股黔南有限公司 设立 

重庆医药集团华默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重庆医药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 

重庆医药集团席勒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设立 

重庆医药集团和平物流有限公司 设立 

重庆医药（集团）甘肃欣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重庆医药萍乡有限公司 设立 

河南重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与重庆医药集团河南有限公司一并并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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