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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6              证券简称：北陆药业              公告编号：2018-010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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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

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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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25,993,251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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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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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陆药业 股票代码 3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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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刘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32 号枫蓝国际写字楼 A 座 7 层 

传真 010－82626933 

电话 010－62625287 

电子信箱 blxp@beil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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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依旧是对比剂系列、精神类药品和降糖类等药品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同时公司积极落实肿瘤个性化诊疗的发展战略。 

（一）对比剂产品 

作为国内专业对比剂产品供应商，公司拥有品种最多、规格最全的对比剂产品，涵盖磁

共振对比剂、非离子型碘对比剂和口服磁共振对比剂等三大类别，产品包括钆喷酸葡胺注射

液、碘海醇注射液、碘帕醇注射液、碘克沙醇注射液，枸橼酸铁胺泡腾颗粒，其中，钆喷酸

葡胺注射液和碘海醇注射液仍是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碘克沙醇注射液和碘帕醇

注射液销售收入逐步放量。对比剂产品的销售收入有望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 

2017 年，对比剂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45,948.29 万元，同比增长 15.44%。 

IMS 数据显示，国内对比剂的市场规模持续稳定增长；恒瑞医药、扬子江、GE、拜耳、

博莱科和北陆药业六家市场参与者共占有 90%以上市场份额。 

（二）精神神经类产品 

九味镇心颗粒是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治

疗焦虑障碍的纯中药制剂。报告期内，九味镇心颗粒被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同时，九味镇心颗粒完成 IV 期临床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该产品在广泛

性焦虑症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此为契机，公司坚持自营与代理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积极调整销售策略，重新打造自营销售团队、遴选富有开拓力的代理商，以期在未来几年迅

速提升销售收入，树立公司在广泛性焦虑症治疗方面的专业品牌形象和影响力。 

2017 年，九味镇心颗粒实现销售收入 3,483.88 万元，同比增长 18.42%。 

（三）降糖类产品 

降糖类产品是公司重要的业务领域之一，产品包括格列美脲片和瑞格列奈片。报告期内，

格列美脲片和瑞格列奈片一致性评级工作均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2017 年，受区域招标进程因素等影响，降糖类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2,549.29 万元，同比减

少 39.95%。 

（四）积极落实肿瘤个性化诊疗发展战略 

公司继续落实精准医疗发展战略，报告期内，公司受让芝友医疗 15%的股份；并积极寻

找其他优质标的，努力拓展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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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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522,538,130.02 498,860,618.53 4.75% 491,430,95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816,656.25 16,379,483.15 625.40% 32,579,24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297,980.57 83,834,451.03 22.02% 29,802,50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924,876.03 76,167,184.89 90.27% 80,853,234.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05 620.00%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05 620.00%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0% 1.85% 10.45% 4.98%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140,884,990.86 956,092,645.19 19.33% 1,050,020,35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69,235,135.57 901,694,645.90 18.58% 891,162,8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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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727,327.02 166,668,169.72 135,835,332.32 104,307,30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17,822.45 45,542,532.38 31,570,632.99  15,285,66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101,767.09 46,613,636.92 31,088,657.62  493,918.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954,551.24 826,473.92 28,627,039.12 46,516,8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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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0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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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代雪 境内自然人 22.64% 73,788,809 55,341,607 质押 22,550,000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20% 30,000,000 0   

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6% 10,289,940 0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7% 10,000,000 0   

常州京湖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8% 7,751,937 7,751,937 质押 7,751,937 

李晓祥 境内自然人 1.61% 5,232,558 5,232,558 冻结 5,232,558 

兴证证券资管－宁波银行－兴证

资管鑫众 7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7% 4,478,716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华宝丰

进”【125】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97% 3,153,243 0   

段贤柱 境内自然人 0.81% 2,628,650 1,711,48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医药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8% 2,225,44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代雪、段贤柱、武瑞华、刘宁、李弘、宗利、WANG XU

为公司一致行动人；王代雪通过兴证证券资管－宁波银行

－兴证资管鑫众 7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4,114,296 股；李晓祥所持公司股票 5,232,558 股已变更为

陈园园持有，陈园园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WANG XU

先生的配偶，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代雪先生的儿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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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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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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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药品生物制品业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对比剂、精神神经、内分泌和精准医疗领域，积极应对行业及市场

变化，不断提升营销及管理效率，全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全面落实公司年度经营目

标及发展战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253.81 万元，同比增长 4.75%，其中母公司收入同比增

长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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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剂产品 459,482,912.81 158,001,090.69 65.61% 15.44% 22.58%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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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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1,881.66 万元，同比增长 625.40%，主

要原因是上期对原子公司深圳市中美康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确认投资损失 79,895,923.35 元，

导致 2016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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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政

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采用净额法，

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

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理、系统的方

法分配，并修改了政府补助的列报项目。2017 年 1 月 1

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助和 2017 年取得的政府补助

适用修订后的准则。 

对新的披露要求不需提供比较信息。 

第六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 

1、其他收益 

2、营业外收入 

5,607,886.12 

-5,607,886.12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 号），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

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

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

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

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

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

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

失。 

相应的删除“营业外收”和“营业外支出”项下的“其

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

损失”项目，反映企业发生的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主

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或损失、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

府补助、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盈利得或损失、

捐赠利得、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 

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 

1、资产处置损益 

2、营业外收入 

3、营业外支出 

-18,488.62 

-21,572.82 

-40,0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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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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6 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及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包含原子公司深圳

市中美康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北京纽赛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中美康士肿

瘤生物细胞研究所 2016 年 1-6 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中美康士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因此，公司 2017 年度不再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