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17-10号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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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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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医药 股票代码 00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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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凯鸿 李琳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56 号两江天

地 1 单元 10楼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56 号两江天

地 1 单元 10楼 

传真 023-67525300 023-67525300 

电话 023-67525366 023-6752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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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zqb@pku-hc.com zqb@pku-h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概况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自原料药资产剥离后，公司整合并保留了制剂生产和销售

及药品流通等业务。目前公司主要从事制剂生产和销售、医药流通及药品研发、医疗服务等

业务。简要情况如下： 

1、制剂业务：主要是消化、心血管、内分泌、抗感染、中枢神经、镇痛等制剂产品的生

产销售，自有品牌的制剂销售以国内市场为主。 

2、流通业务：主要为北医医药、武汉叶开泰等全资子公司从事第三方药品的分销、零售、

医院集采、药房托管等业务。 

3、药品研发：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并依托股东科研资源，进行自主研发和合作研发。

在研产品涵盖精神类、消化系统类、抗肿瘤类等多个领域。 

4、医疗服务：主要是肿瘤管理公司控股的迦南门诊从事的肿瘤筛查、健康管理及诊疗等

服务。 

（二）行业情况 

近年来，我国医药企业存在“多、小、散、乱”的局面。一方面产业集中度不高、规模

参差不齐、市场零乱分散等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人们的

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医疗支出逐步增长，医药行业在刚性需求和政策扰动双重影响下呈现出

上行动力和下行压力并存的发展趋势。 

后医改时代，公立医院改革将持续深化，取消药品加成和降低药品价格是长期趋势，三医

联动为行业整体质量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医保控费、药品零加成和“两票制”的发展

形势下，处方药的业务模式面临调整。从过去的底价代理、带金销售转向更具专业性及合规

性的学术营销、精细化招商等营销模式。分级诊疗带来基层药品市场的扩容，使得药企渠道

下沉，越来越注重第二和第三终端市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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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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2,070,262,456.89 2,010,726,351.41 2.96% 2,265,817,53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59,067.83 25,028,598.43 -49.82% -27,104,33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02,868.01 -251,909,004.68 103.49% -39,755,667.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935,478.89 408,667,748.21 -128.61% 165,991,410.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 2.23% -1.13% -2.41%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2,041,783,063.16 3,123,862,593.17 -34.64% 4,612,081,50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42,265,697.94 1,132,936,898.43 0.82% 1,110,093,7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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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80,626.97 472,610,829.59 464,582,007.70 728,988,99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62,534.35 4,934,895.62 3,278,142.99 -2,416,50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99,940.52 3,511,794.34 2,635,849.97 -4,044,716.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181,697.61 -3,555,555.78 -146,853,744.25 192,655,5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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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9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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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合成医

药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8.58% 170,356,260    

北大医疗产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1.80% 70,328,949 37,211,064   

王世忱 
境内自然

人 
3.34% 19,912,156    

刘巍建 
境内自然

人 
2.18% 12,998,800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4% 11,576,513    

高春雷 
境内自然

人 
1.55% 9,219,621    

重庆长江制

药厂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2% 7,298,85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5% 6,244,400    

建投中信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8% 5,215,200    

宋枝茂 
境内自然

人 
0.69% 4,121,2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合成集团与北大医疗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0,356,260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50,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0,356,260 股。股东王世

忱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153,196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10,758,960 股，实际合计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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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9,912,156 股。股东刘巍建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股，通过中银国际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12,998,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998,800 股。股东高春雷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8,530,521 股，通过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689,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219,621 股。股东宋枝

茂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4,899 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3,976,303 股，实际合计持有

4,121,20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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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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6 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医药行业蕴藏机遇与挑战，公司审慎思考、积极应对，

紧跟政策方向，以合法合规为基础，以利润为导向，明确制剂业务发展方向，加强产研发一

体化建设，筹划厂区布局，把握一致性评价机遇，并通过营销改革提升制剂业务水平且取得

显著成效；流通配送业务日趋成熟，聚焦平台建设，加深上下游合作，拉动业务量进一步提

升；医疗服务细分领域布局逐步展开，专科门诊成立并开始运营，服务与技术水平日益提升。

2016 年公司规划并实施五年战略规划，明确方向，在三大业务领域实现了新的突破，未来发

展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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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药品制造 258,958,896.78 173,033,881.98 66.82% -60.80% 205.75% 58.25% 

原料药 23,553,369.25 -169,593.32 -0.72% -94.78% 99.68% 10.86% 

制剂药 235,405,527.53 173,203,475.30 73.58% 12.26% 59.16% 21.69% 

2、药品流通 1,780,308,437.18 214,517,409.61 12.05% 40.43% 15.53% -2.60% 

药品 827,552,756.91 82,840,303.79 10.01% -0.06% -2.40% -0.24% 

医疗器械及试剂 952,755,680.27 131,677,105.82 13.82% 116.70% 30.64%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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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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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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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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公司以协议方式将持有的涉及原料药业务的子公司大新药业 92.26%股份、重庆

合成 100%股权及方鑫化工 66.86%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合成集团，将持有的涉及原料药业

务的子公司重庆和生 100%股权转让给合成集团全资子公司重庆磐泰（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鉴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上述四家子公司的股权，故本报告期内，公司未将上述

四家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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