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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7        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2019-006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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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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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60,75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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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华医药 股票代码 0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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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炯（代） 都培田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梨园街

3517 号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梨园街

3517 号 

电话 0536－8553373 0536－8553373 

电子信箱 dongmi_002107@163.com zhengdai_002107@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前身可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的万和堂药庄，是一家拥有二百多年历史，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中成药生产企业。目前，公司拥有15个中成药独家品种，公司主导产品为心可舒片、骨疏康、荷丹片。  

（二）主要产品  

心可舒片，由丹参、三七、葛根、山楂、木香五味中药精制而成，具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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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气滞血瘀型冠心病引起的胸闷、心绞痛、高血压、头晕、头痛、颈项疼痛及心律失常、高血脂等症。

该组方不含冰片成分，对胃肠道无刺激作用；不含虫类药成分，无毒性蓄积，无异体蛋白过敏反应；临床

使用20多年，未发现任何严重不良反应。  

骨疏康，由淫羊藿、熟地黄、骨碎补、黄芪、丹参、木耳、黄瓜籽七味中药精制而成，具有补肾益气，

活血壮骨之功效，主治中老年骨质疏松症，伴有腰脊酸痛，足膝酸软，神疲乏力等症状者。  

荷丹片, 由荷叶、丹参、山楂、番泻叶、补骨脂五味中药精制而成，具有化痰降浊、活血化瘀，治疗

高脂血症的作用，是国家级中药三类新药和国家配方专利产品，全国独家产品。  

（三）行业发展阶段及周期性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

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我国中医药资源总量仍然不足，中医药服

务领域出现萎缩现象，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薄弱；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缺乏，继承不足、创新不够；中药产

业集中度低，野生中药材资源破坏严重，部分中药材品质下降，影响中医药可持续发展。中医药行业作为

与人民健康、生活水平、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行业之一，为典型的弱周期行业，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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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415,740.26 726,646,140.74 6.57% 562,845,61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651,518.39 57,031,878.59 -19.95% 48,809,43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783,902.91 55,288,405.17 -24.43% 45,911,295.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883,591.47 123,881,287.06 -12.91% 72,909,796.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6 -18.75%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6 -18.75%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9% 11.02% -3.03% 10.1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22,375,081.54 855,495,508.77 7.82% 705,626,46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4,045,642.81 548,394,124.42 8.32% 489,016,05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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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40,304.65 172,748,784.22 201,644,241.41 214,782,40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29,854.39 20,718,177.31 8,163,900.51 -460,4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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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097,435.02 20,204,407.16 8,520,302.62 -4,038,24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96,505.27 18,009,180.23 31,448,652.43 42,729,2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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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5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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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证万融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27% 181,341,477    

张戈 境内自然人 1.74% 6,286,720 4,715,040   

赵军 境内自然人 1.47% 5,316,834 3,987,625   

张法忠 境内自然人 1.03% 3,724,309 3,724,309   

刘增 境内自然人 0.61% 2,187,300    

谢玉玲 境内自然人 0.39% 1,411,944    

石建军 境内自然人 0.34% 1,228,161    

杨爱荣 境内自然人 0.25% 917,720    

冯碧群 境内自然人 0.25% 894,713    

张宁 境内自然人 0.23% 823,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北京中证万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赵军、张戈、张法忠等四名发起人

股东之间，四名发起人股东与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人。 

2、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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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践行核心使命、核心价值观，坚持独家品种“护城河”和“能力圈”的核心战略，依

托强大的企业文化和强大的独家产品线两大“独门利剑”，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实现营业总收入77,441.5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5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65.15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19.95%。 

一、2018年度战略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面对外部严峻形势，董事会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企业持续健康良

性发展。 

1、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强文化和强独家产品线

的优势，加速推动资源共享、协同增效，提升市场竞争力。骨疏康与其他OTC品种协同谈判，OTC市场销

量保持上涨；脑血疏口服液共享公司等级医院市场渠道，销量快速上升。二是落地精细化管理动作，依法

合规开展学术营销，树立品牌形象，推动心可舒持续上量。三是利用自营销售团队优势，对市场进行深入

分析，找准切入点，深挖市场潜力，广覆盖，强动销，占领各级终端。四是积极与相关领域机构、专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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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开展循证医学研究，多篇研究文献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CI）期刊收录。 

2、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落地“资源共享、协同增效”， 不断加宽加深“护城河”，打造强大独家产品线，

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通过老产品二次开发、保健品开发等形成多线并举的研发格局，日益丰富强大的

独家产品线。二是积极开展专利申报，通过专利保护，不断加宽加深“护城河”,全年共取得发明专利授权

3项。三是积极开展心可舒片（胶囊）、脑血疏口服液、参枝苓口服液、荷丹片（胶囊）等品种工艺优化

研究，保疗效、提质量、降成本。 

3、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工厂紧紧围绕“四保一降”开展工作，以“防风险”、“提质量”、“保供应”为切入点，

大力推动精细化管理落地，完成全年供货工作。一是成立工厂精细化管理领导小组，通过制度化、流程化、

表格化、信息化等手段，梳理优化各项业务流程，做精做细每一个生产关键环节，全面提升公司精细化管

理水平。二是狠抓GMP日常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全年实现产品市场抽检合格率100%，顺利通过各级飞

检及省局GMP认证检查，并于2018年12月取得《药品GMP证书》。三是开展设备改造，提升设备自动化水

平，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释放产能。四是积极应对中药饮片监管要求，持续开展供应商现场审计工作，

从源头保证产品质量。同时借助资源共享协同采购，降低采购成本。 

4、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落实核心价值观，推动落地精细化管理，打造高效管理团队，提升公司整体管理

水平。一是大力倡导和推动精细化管理落地，将精细化管理落实到管理的方方面面。全面梳理优化岗位职

责、业务流程及信息化流程，有效提升管理效率。二是持续开展运营分析、监督调研，及时发现、解决问

题，促使管理提升。三是细化预算管理，重点加强过程考核，进一步提升公司预算管理水平。四是与公司

所在地高等院校合作开设“沃华班”，实现人才定制，源源不断的为公司提供符合文化理念的优秀人才。

五是坚持办好“好习惯训练营”，开展各级培训课程，训练、选拔、输出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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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可舒片 385,093,531.64 319,899,518.75  83.07% 3.49% -0.70% -3.51% 

骨疏康 191,050,733.65 138,896,746.97  72.70% 22.17% 23.98% 1.06% 

荷丹片 43,543,989.08 34,155,226.98  78.44% -57.75% -57.98% -0.44% 

其他 154,727,485.89 104,199,626.41  67.34% 62.68% 91.28%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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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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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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2018年6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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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的要求编制

财务报表。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比较期间财务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①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②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③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④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⑤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⑥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⑦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⑧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⑨原列示于“营业外收入”下的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调整列示于“其他收益”，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1 

合并报表  

2017年度其他收益 

2017年度营业外收入 

增加34,013.24元 

减少34,013.24元 

公司报表  

2017年度其他收益 

2017年度营业外收入 

增加32,073.76元 

减少32,073.76元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

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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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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年通过设立方式取得1家子公司，为北京誉有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丙贤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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