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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5                           证券简称：长江润发                           公告编号：2019-015 

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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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仁贵 董事 工作原因 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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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988,68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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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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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江润发 股票代码 00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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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斌 邱嘉骏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晨丰公路 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晨丰公路 

电话 0512-56926898 0512-56926898 

电子信箱 lubin@cjrfjx.com qiujiajun@cjrfjx.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医药原料药及制剂、中成药，生产电梯导轨，提供医疗服务、医疗投资和健康产业投资，报告期内

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2018年5月21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布的《2018年1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显

示，公司所属行业已由专用设备制造业（代码C35）变更为医药制造业（代码C27）。 

公司以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医药板块，围绕抗感染类医药制造业务，形成了集医药研发、生产、销售为

一体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专注于高质量的处方抗生素药物的生产与销售，主要包括抗生素类、心血管类、肠胃类以及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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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膏剂等多种类型的产品，通过逾600家分销商将产品销售至中国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在国内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及分

销网络。同时，报告期完成了对山东华信60%股权的收购，开拓中药及保健品产业布局，完善产品结构。 

公司以长江润发（张家港）机械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传统机械制造业务板块，专业从事电梯导轨系统部件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服务，长期为三菱、奥的斯、通力以及蒂森等国际知名电梯制造商提供战略服务，为目前产品规格较齐全、规模较大

的单体制造工厂，为国内优秀民族品牌。 

此外，为了进一步实现公司产业转型发展，优化公司产业结构，突出主营业务，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盈利能力，

公司明确了清理亏损电梯导轨产业的目标，置入与公司战略发展具有协同效应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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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673,757,033.

51 

2,986,947,600.

31 

2,986,947,600.

31 
56.47% 

2,115,003,538.

13 

2,115,003,538.

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67,129,550.36 334,693,598.25 334,693,598.25 9.69% 160,147,985.81 160,147,98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5,266,799.12 289,632,844.26 289,632,844.26 5.40% 32,702,966.12 32,702,966.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6,938,465.38 483,064,874.73 483,064,874.73 -40.60% 637,941,764.41 637,941,764.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68 0.40 10.00% 0.48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68 0.40 10.00% 0.48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4% 6.48% 6.48% 0.36% 5.93% 5.9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8,244,164,079.

60 

6,816,893,914.

92 

6,816,893,914.

92 
20.94% 

5,886,599,845.

97 

5,886,599,845.

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373,006,731.

31 

5,324,132,490.

92 

5,324,132,490.

92 
0.92% 

5,015,052,860.

13 

5,015,052,86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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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072,441.13 1,152,100,421.37 1,187,903,834.04 1,318,680,33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913,542.23 107,582,181.12 94,496,381.20 86,137,44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934,705.59 92,472,639.00 83,882,748.47 53,976,70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253,089.25 -93,272,351.12 8,800,982.70 221,156,7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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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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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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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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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润发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61% 313,778,243 210,098,869 质押 251,295,800 

中山松德张家

港保税区医药

产业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51% 96,045,198 96,045,198   

杨树恒康张家

港保税区医药

产业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43% 53,673,345 53,673,345 质押 53,673,345 

北京杨树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34% 52,863,586 52,863,586 质押 52,863,586 

华安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专

户 1 号（交易

所）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1% 30,965,391 30,965,391   

长江润发张家

港保税区医药

产业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7% 20,643,593 20,643,593 质押 20,643,593 

深圳市平银新

动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1% 12,586,567 12,586,567   

深圳市平银能

矿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1% 12,586,567 12,586,567   

李柏森 境内自然人 1.26% 10,518,750    

郁全和 境内自然人 1.26% 10,518,750 7,889,0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郁全和为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郁全和与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为上市公

司一致行动人；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为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普通合伙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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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坚定大健康转型步伐，围绕“医药+医疗”双轮驱动战略方向，全力打造大健康产业。在新形式新征程的新

常态下，公司攻坚克难，健康产业实现了业绩高质量的稳定增长，机械产业整体运行趋势得到稳定。 

1、健康产业 

报告期，海灵药业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支持项目研发和创新发展；围绕药物开发“创新+仿制药+国际注册”的功能板块建

设，成立上海办注册部、引进海外注册人才，同时规划苏州研发中心，充实研发队伍、提升公司药物开发实力；积极推动仿

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均获得阶段性成果；稳步推进在研项目的研发和注册，均开展至关键阶段；重视和加快专

利申请工作，保持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优势。同时，公司始终本着“安全第一、环保先行”的原则，以安全为基础，环保为依

托，树立绿色形象，满足法规要求，打造环保企业，为公司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报告期，海灵药业获得了中国医药工业

100强企业、2018年海南省企业100强、2018年度最具商业创新力医药企业、海南诚信示范企业等13项荣誉称号，社会影响力

与日俱增。 

报告期，长江医药投资完成了对山东华信60%股权的收购，并通过企业文化、公司治理、管理团队、营销、资产、财务

等方面，助力山东华信股东变更后的整合，制定清晰的发展战略规划，推动各项业务的稳步发展，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和盈利水平。报告期，山东华信获得了“2018年度中成药补气补血类第二名”，2015年-2018年，山东华信已连续荣获中成药

补气补血类前三名；同时，在品牌排行网主办的全网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品牌综合实力排名评选活动中，山东华信荣登“2018

年度中国阿胶十大品牌”榜单，2015年-2018年，山东华信均荣获“中国阿胶十大品牌”。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设立了长江润发圣玛（苏州）健康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正式涉足医疗服务领域，是公

司在医疗服务业务上新的探索。 

（2）机械产业 

面对严峻的市场环境，长江润发机械通过狠抓内部精细化管理，深挖内部潜力；狠抓营销管理，加大出口业务的开拓；

狠抓新产品开发，通过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提升盈利能力，全力稳定发展步伐。报告期，长江润发机械荣获三菱电机“优秀

供应商”，中国通力“优秀供应商质量奖”等荣誉称号；长江润发机械设备维修班组，秉承工匠精神，荣获了“全国工人先锋号”

重大荣誉。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7,375.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6.47%；实现净利润39,501.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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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36,712.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69%；截止期末，公司总资产824,416.41万元，净资产

565,543.34万元，资产运行质量总体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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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心导轨 772,477,004.22 735,793,531.97 4.75% 13.94% 7.04% -439.69% 

冻干粉针 1,163,945,211.64 240,523,331.46 79.34% 23.64% -33.78% 29.18% 

粉针剂 1,909,482,125.98 172,467,625.81 90.97% 109.08% -4.04%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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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末，营业总收入为467,375.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6.47%，主要是2018年度营销模式改变所致； 

2、报告期末，营业总成本为426,027.3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9.99%，主要是2018年度营销模式改变所致； 

3、报告期末，销售费用为204,963.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3.82%，主要是2018年度营业收入增长使得销售费用增长

所致； 

4、报告期末，财务费用为2,687.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98%，主要是2018年度对外投资及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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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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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

制2018年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75,966,387.0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83,823,998.61 

应收账款 407,857,611.53 

应收利息 1,815,068.49 其他应收款 3,249,503.96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434,435.47 

固定资产 1,009,791,962.19 固定资产 1,009,836,54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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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清理 44,578.55 

在建工程 5,450,949.63 在建工程 5,450,949.63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255,328,679.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05,354,165.65 

应付账款 350,025,486.65 

应付利息 757,471.50 其他应付款 107,082,354.54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6,324,883.04 

管理费用 163,573,890.15 管理费用 94,532,046.54 

研发费用 69,041,8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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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长江润发（张家港）机械有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长江润发圣玛（苏州）健康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一级子公司 80.00 80.00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郁霞秋 

2019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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