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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2019-025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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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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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449,94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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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集团 股票代码 0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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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江 裘莉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96号•中化大厦 12

楼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96号•中化大厦 13

楼 

传真 0571-85068752 0571-85068752 

电话 0571-86022582 0571-85068752 

电子信箱 tanjiang2009@foxmail.com qiuli000411@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浙江省医药流通行业区域龙头企业之一，主要从事药品、医疗器械批发及零售业务，即从上游医药生产或供应企

业采购产品，然后再批发给下游的经销商、医疗机构、药店等或通过零售终端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和

经营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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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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92,140,937.77 18,907,331,040.58 8.38% 17,257,326,55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851,378.92 83,490,544.20 12.41% 86,847,59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660,607.60 79,604,536.00 13.89% 82,754,520.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314,176.10 158,458,167.17 4.96% 141,528,430.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0 12.50% 0.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0 12.50%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9% 10.42% 0.17% 12.1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8,992,511,131.85 9,083,390,592.01 -1.00% 6,987,141,55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0,300,775.03 843,398,015.66 10.30% 758,708,09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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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2,226,479.37 4,974,071,185.80 5,169,955,002.33 5,225,888,27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81,403.11 26,762,618.30 25,009,279.56 18,998,07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583,604.95 26,869,247.34 24,863,571.28 16,344,184.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7,454,100.63 811,486,862.47 -352,627,512.26 1,064,908,9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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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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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88% 61,986,136    

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4% 44,69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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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3.37% 7,000,000    

迪佛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3% 6,695,226    

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2% 6,686,38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盛

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95% 6,130,000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4% 5,261,551    

许建妹 境内自然人 1.18% 2,448,11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94% 1,960,000    

中国农业银行－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1,159,1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为浙江汇源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浙江省国际贸易

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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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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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体股东的支持下，公司管理层率领全体员工紧紧围绕“内涵式增长、外延式扩张、整合式提升、创新式发

展、生态圈协同”的战略路径，遵循“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积极应对中国经济复杂形势和医药行业发

展新趋势，实现了英特集团稳健有质量的发展。 

（一）整体经营业绩稳步增长，资产结构优化 

2018年，公司紧紧把握行业发展机遇，发挥集团化企业优势，终端网络趋于完善并实现区域终端业务的快速发展，同时

进一步加大零售药房等非招标市场业务拓展，通过提质增效，有效落实各项经营管理计划，达成年度经营目标。 

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204.92亿元，同比增长8.38%；利润总额30,657.68万元，同比增长11.15%；净利

润22,386.47万元，同比增长16.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85.14万元，同比增长12.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066.06万元，同比增长13.8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631.42万元，同比增长4.96%。 

公司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截至2018年12月底，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93,030.08万元，同比增长10.30% ；公司

总资产89.93亿元，同比下降1.00%；资产负债率76.83%，同比下降2.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0.59% ，同比上升0.17%。 

（二）推进“批零一体”和“药械一体”，营销网络布局稳居浙江龙头 

2018年，公司积极顺应浙江省全面实施的“两票制”、分级诊疗与医共体建设试点等政策，推动网络下沉，通过母子公司

协同，加快医共体等基层医疗业务发展，实现药品业务稳定增长。通过推进集团战略采购、运营管理一体化，公司招标市场

品种满足率提高至88%，药品供应保障能力保持浙江省龙头地位。2018年，公司下游批发客户突破15000余家，配送终端30000

余个。 

公司抓住医院处方外流、慢性病连续处方外配的市场机会，积极实施医药批零一体化战略，通过开设DTP、院内（边）

店、社区店、诊疗店等多业态门店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实现分销业务的有效延伸和零售终端业务的全省布局，截至2018年底，

公司共拥有各类型线下门店140余家，DTP门店率先实现了全省十一个地级市全覆盖。创新服务模式，承接医院处方外流，

搭建公司与全省各大医院、供应商、基金会的合作平台，引进高质量DTP品种超过100个，为患者提供更丰富的产品和更专

业药事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医药零售业务营业收入8.63亿元，同比增长145%。 

加快实施药械一体化，推动各区域子公司扩大医疗器械业务，并不断创新营销方式。英特生物公司携手浙江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启动《成人预防接种门诊规范》浙江省地方标准起草工作，并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正式发布。积极探索医

疗器械经营新模式，孵化供应链优化项目，提升客户份额占比。 

（三）加快实施“互联网+医药流通”，完善多仓运营的物流网络 

响应国家和浙江省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部署，利用现代信息和物流技术，加快实施“互联网+医药流通”战略，

推动医药电商业务快速增长。2018年英特药业电子商务分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5%。 

为适应营销网络下沉和零售终端的全省布局，加快了现代物流和信息技术的应用，通过多仓运营，实现中心库联动运营、

属地就近配送模式，不断缓解库存管理压力，提高了配送响应效率和客户的服务满意度。稳步推进物流信息系统升级工程，

金华、温州、宁波中心库均已完成新版物流信息系统上线，物流公共服务平台不断优化升级，物流一体化运营不断发展，行

业影响力不断提升。以打造智慧物流标杆的绍兴上虞物流基地（绍兴医药产业中心项目）正稳步推进，已进入施工阶段。 

（四）推进再融资，加强投资并购 

2018年，公司积极推动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即向战略投资者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数量不超过总股本的20%，

募集资金不超过6.5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019年3月12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通过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启

动对嘉信医药50.69%的股份收购，该项目已于2019年4月完成，进一步扩大了公司在嘉兴地区的市场份额。完成对相应子公

司的增资，英特药业注册资本由1.26亿元增至4.26亿元、嘉兴英特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增至3500万元，优化了资本结构。完成

了对杭州环东大药房有限公司的并购，与临安市康锐药房签订股权合作框架协议。 

（五）以质量安全风险管控为重点，防范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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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公司质量安全工作通过开展“重点部位与重点隐患排查”、“夏季高温期间质量安全大检查”、“质量安全月”、“全

面风险排查”等活动，推进各单位进一步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改、教育培训等工作，有效提升风险控

制水平和管理能力。 

（六）党建引领文化强企，推进人力资源开发 

党建引领，文化聚力。在英特品牌20周年之际，编纂发布《英特志》、开展风云人物评选、主题毅行活动等等，以英特

的创业史、改革史、发展史，激励英特人改革创新再出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注重德才兼备，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

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深化推进“一挂二联”薪酬激励方案，持续开展关键岗位述职考评，深入打造学习型组织，开展

领导力进阶班、优秀后备班、十大课件开发等，累计培训802场，参训15613人次。坚持党建带团建，开展“团聚青年、服务

青年、引导青年、成就青年”系列工作；党建带工建，持续开展“员工关怀关爱”系列工作，营建健康幸福职场。 

（七）履行社会公民职责，提升企业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 

2018年，公司以英特品牌诞生二十周年为契机，通过系列活动开展，进一步展示了公司风貌，弘扬了英特精神、扩大了

社会影响，加强了相关利益者的交流合作，提升了企业形象。积极组织参展第四届浙江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2018世界健

康大会，成功协办2018第五届互联网+健康中国大会暨第二届“健康中国”杭州峰会，积极参与行业层面各类重要会议和重要

课题研究，为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医疗器械公司组织浙江展团参加第79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春季）博览会，向社会各

界充分展示了企业品牌风采。公司位列中国医药流通百强第13位、荣获“改革开放40周年浙江省商业服务业卓越企业”、“浙

江上市公司内控30强”，英特药业荣获“浙江省百强企业”、“浙江省服务业百强企业”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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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销售 19,450,674,542.74 1,195,853,904.11 6.15% 8.66% 17.82% 0.48% 

医疗器械销售 938,828,301.45 102,778,263.30 10.95% 0.46% 8.01%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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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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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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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通知》） ；内容：将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将固定资产清理与固定资产合并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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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列示；将工程物资与在建工程合并为“在建工程”列示；将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

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与其他应付款合并为“其他应付款”列示；将专项应付款与长期应付款合并为“长期应付款”列示；新增

研发费用报表科目，研发费用不再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财务费用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将个税手续费

返还从“营业外收入”重分类至“其他收益”列示。此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影响：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3,902,321,867.22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3,772,499,839.17元；其他应收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20,375,605.05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222,239,716.81元；固

定资产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533,025,746.56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556,879,373.86元；在建工程2018年12月31日列

示金额36,189,819.57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4,597,777.33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3,834,312,589.61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4,153,324,133.47元；其他应付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371,829,808.40元，

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301,143,830.57元；长期应付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5,678,123.99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4,442,132.76

元；其他应收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261,005,990.12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3,128,486.99元；固定资产2018年12

月31日列示金额2,611,491.72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3,126,766.07元；在建工程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7

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6,651,391.21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7,587,949.28元；其他应付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08,285,508.31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42,900,972.42元；长期应

付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增加2018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其他收益”549,602.84元及11,175.28元；减少2018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营业外收入”549,602.84

元及11,175.28元；增加2017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其他收益”396,172.17元及0.00元；减少2017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营业外收

入”396,172.17元及0.00元；增加2018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研发费用”2,525,220.60元及0.00元。减少2018年度合并及母公

司利润表“管理费用”2,525,220.60元及0.00元；增加2017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研发费用”2,319,910.38元及0.00元。减少

2017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管理费用”2,319,910.38元及0.00元。增加2018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利息费

用”156,851,930.61元及0.00元；增加2018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利息收入”6,703,763.65元及230,577.70元；增加2017年度

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利息费用”135,793,190.81元及0.00元；增加2017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利息收入”5,132,996.37元及

130,321.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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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相比，本年新增子公司3户, 其中子公司浙江英特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分立公司1家：浙江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浙江英特怡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并购子公司1家：杭州环东大药房有限公司；舟山英特卫盛药业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1

家：舟山市普陀区文康卫盛医药零售有限公司。 

（1）英特医药药材分立浙江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浙江英特医药药材有限公司派生分立为2个公司，分别为：浙江英特医药药材有限公

司和浙江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406万元，房屋、土

地使用权作价出资1,594.00万元。浙江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3月28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2）英特怡年并购子公司杭州环东大药房有限公司 

英特怡年于2018年2月26日与杭州环东大药房有限公司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65万元的价格受让其100%的股份。

股权变更完成后，英特怡年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份，子公司自3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3）舟山卫盛设立子公司舟山市普陀区文康卫盛医药零售有限公司 

舟山英特卫盛药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投资设立舟山市普陀区文康卫盛医药零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本期尚未出资。  

舟山市普陀区文康卫盛医药零售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12月19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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