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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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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 2018年末总股本 406,428,091股为基数,每 10股派现金 0.45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华医疗 6005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财祥 李静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华医疗科技园 

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

华医疗科技园 

电话 0533-3587766 0533-3587766 

电子信箱 shinva@163.com shinva@163.com 

 

(二)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营业务的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的业务分为医疗器械、制药装备、医疗服务和医疗商贸四大业务板块。公司

医疗器械板块业务发展平稳；制药装备板块竞争激烈，行业整体利润有所下降；医疗服务板块尚

处于建设期、市场开拓期；医疗商贸板块是公司积极应对市场新格局、新变化，保持公司持续竞

争力和健康发展活力，进行的商业模式探索和创新。 

2、经营模式 

公司产品销售采用了直销和代理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公司设备类系列产品的销售以直销为主，



耗材类系列产品的销售以代理为主。 

3、行业情况 

（1）医疗器械行业 

2018 年是中国深入贯彻落实“十三五”医改规划的重要一年，医疗器械行业面临极大挑战：

行业监管日趋严格、耗材两票制试点扩大、集采降价政策推陈出新、医保控费成常态，行业变革

加剧。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都进入一个新

的发展时期，在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保健意识不断增强，以

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需求急剧增加；尤其是国家继续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医疗器

械国产替代进口、加快推进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等一系列政策促进医疗器械行业保持快速健康的发

展态势。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市场需求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

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约为 4,450 亿元，比 2016 年的 3,700 亿元增加了 750

亿元，增长率约为 20.27%。2018 年我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约为 5,304亿元，预计 2019 年我国医

疗器械市场规模将突破 6,000亿元，达到 6,285亿元，未来五年(2019-2023)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14.41%，并预测在 2023年我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达到了 10,767 亿元。 

（2）制药装备行业 

2018 年我国医药行业政策出台密集，国家医保局成立、“两票制”的推行实施、一致性评价

的贯彻实施和“4+7”城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加速了整个医药行业整合，尤

其是“4+7”城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带量采购、承诺及时还款、联盟采购方式大大降低了药

品生产、销售成本，将药品生产企业从“带金销售”的无序竞争中解放出来，有利于引导其将重

心转移到提升药品质量、促进药品研发的正确轨道上来，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深

远意义。 

近年来，随着国内利好政策的支持，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于药品需求扩大，制药行

业得以迅速发展，与药品生产相关的制药机械设备也获得商机。根据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

年中国制药市场前景调查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制药市场规模由 2013年的 1,618

亿美元增至 2017年的 2,018 亿美元，预计 2022 年将增至 3,305 亿美元，该期间的复合年增长率

为 9.3%。    

 随着国内制药设备相关标准的建立和完善，预计未来我国制药设备企业的技术壁垒将更高，

这也要求国内的制药机械设备企业需要对技术更加重视，不断创新与突破，才能在未来市场上赢



得主动权。 

 整体来看，我国制药机械设备行业随着新药研发的放开、“带量采购”等制药方面工作的推

进，规模正在不断扩大。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18-2024 年中国制药设备市场专项调研及投资

方向研究报告》，我国制药机械设备行业市场规模近年来一直保持 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18年市

场规模已经超过 450亿元，可见其市场前景可观，企业迎来更多的发展契机和挑战。     

（3）医疗服务行业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城

市人口的增长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进

程加快，老年人常见病、慢性病的日常护理等医疗服务需求升级；继续推进分级诊疗将促使全国

医疗资源下沉，促进非公医疗机构及其它医疗模式发展，给非公医疗服务带来更多基层医疗服务

市场机会。 

我国对医疗服务行业进行有力的政策支持，2015年 3月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同年 6月份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同时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卫生总费用持续增长。根据中投顾问《对 2018-2022 年中国医疗服务行

业市场规模预测》，2018年中国医疗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4.7万亿元。 

政府投入虽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但我国卫生总费用支出占 GDP 比重及政府支出占卫生总

费用比重与国际水平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促进了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未来五年（2018-2022）

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13.86%，2022年中国医疗服务行业市场规模或将达到 7.9 万亿元。 

（4）医疗商贸行业 

近年来，医疗卫生市场需求的扩大，带动了药械商贸物流行业市场的持续增长。尤其是“两

票制”实施以来，加速了药械流通模式的变革，极大促进了药械商贸物流的集中化、专业化和社

会化，物流从单点运作向一体化网络运作(集中采购、库存共享、多仓运作、转接力配送、跨区域

配送)转变。 

同时，随着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取消第三方药械商贸物流业务审批），第三方药械商贸物流也

快速发展。截至 2016年底，全国取得由省级药监部门核发的“开展第三方药械商贸物流业务确认

件”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已有 123家。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 年中国药品物流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

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我国药械物流总额 3.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3%。按照每年 8%的增长速度



计算，预计到 2020年，我国药械物流总额将达到 3.8万亿元。 

在巨大市场红利的刺激下，传统药械批发企业和药械商贸物流企业以及新进第三方物流企业

参与药械物流仓储业务、干线运输及落地配送业务的争夺，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 

(三)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2,379,847,716.39 12,424,797,554.94 -0.36 11,368,256,155.10 

营业收入 10,283,639,028.29 9,983,246,172.21 3.01 8,364,495,53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784,139.99 65,528,722.79 -65.23 34,636,29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5,363,569.93 -136,373,090.00   -47,709,90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305,197,913.92 3,298,253,664.71 0.21 3,251,498,18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53,215,493.42 959,229,227.87 -31.90 188,745,622.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6 -62.50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6 -62.50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69 2.00 减少1.31

个百分点 

1.07 

 

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175,483,085.15 2,465,890,058.63 2,610,842,833.17 3,031,423,05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617,313.81 28,357,114.27 96,719,068.85 -130,909,35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0,295,769.27 9,607,884.91 72,152,813.03 -167,420,037.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5,131,904.00 346,797,445.05 182,059,020.49 479,490,931.8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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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0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88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0 116,947,642 28.77 0 无   国有法

人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0 19,348,933 4.76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0 18,862,200 4.64 0 未知   未知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高毅邻

山 1号远望基金 

15,621,305 15,621,305 3.84 0 未知   未知 

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

公司 

5,751,408 5,751,408 1.42 0 无   国家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

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

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

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

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

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

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有限售条件股东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1,028,363.90 万元，比上年同期 998,324.62 万元增长 3.01%，

实现利润总额 24,313.66 万元，比上年同期 28,267.46 万元降低 13.99%，实现净利润 12,221.36 万



元，比上年同期 14,894.88 万元降低 17.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278.41 万元，比

上年同期 6,552.87 万元降低 65.23%。影响净利润的主要原因包括： 

1、报告期内，公司出售了全资子公司山东新华医疗（上海）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方

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8%股权，增加了公司投资收益。 

2、报告期内，长光华医将公司所代理的尚未全部售出的全自动发光免疫分析仪等资产进行回

购，总购买价款不超过 7,830 万元，同时由长光华医向公司支付前期的市场营销投入费用、市场

开发及相关人员薪酬费用、所有经销协议终止以及战略投资协议终止的损失等和解款合计人民币

6,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7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31）。 

3、近年来，公司制药装备板块受药品一致性评价相关政策密集出台，包括对临床试验自查政

策、药品审批改革意见、化药注册分类改革制度、BE 备案制度、一致性评价制度等影响，下游制

药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主要用于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造成新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明显

放缓，大大减少了制药工程及装备的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大部分制药装备产品线合同有所增加，但受环保监管趋严影响，公司下游制药

企业新建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建设周期延长，影响到我公司相关设备、安装工程无法如期安装调

试验收，公司产品收入无法及时确认，同时，成本费用增加。 

4、公司并购子公司成都英德、上海远跃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额度较大。 

5、公司医疗服务板块的部分专科医院已经完成投入，逐步进入试运营阶段，业务量的增长尚

需一定时间，目前利润贡献为负。 

（二）报告期内，面对国内外各种复杂的经济形势和竞争压力，公司保持战略定力,坚定执行

“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导思想，通过坚持聚焦主业，注重完善顶层设计；坚持市场导向，持续提

升品牌影响；坚持稳健经营，提升资产运营效率，多措并举逐步推进公司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

转变，由规模增长向效益增长转变。 

1、企业管理 

 根据“整合、升级、提效”管理方针，优化提升运营管理模式，建立“医疗器械及装备、制

药装备、医疗服务和医疗商贸”四大业务运营与管理平台，推进“以客户为中心”服务理念的落

地，向“以产业链、市场链为纽带”管理模式的转变；实现管理层级授权，落实责任主体，建立

专业化管理体系逐步推进精细化管理。 

2、产品技术 



紧紧围绕“做一个好产品”的指导思想，将技术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逐步形成产

品“在国内领先、与国外抗衡、在国际上领先”的发展思路。明确了研发、工艺、质量、销售技

术支持、售后服务五个方面的技术定位，推行专业化的技术管理模式，开启厂内交流、上下交流，

到行业内交流，逐步树立相关领域专业形象。 

（1）突出技术突破与创新引领 

2018 年公司在新产品研发及注册方面取得了四个新突破：取得了公司血液透析器产品（低通、

高通）的国家三类无菌医疗器械注册证；取得了ＣＴ类影像产品（大孔径螺旋 CT）的国家三类医

疗器械注册证；取得了植入类生物医学材料耗材产品（疝修补片）的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取得了 ABODE 血型检测卡（微柱凝胶）的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2）推动科技项目实施成果应用转化 

山东省重点专项“图像引导加速器调强放疗系统产业化开发项目”，通过项目实施带动了公司

放射治疗设备产品技术升级，促进了先进调强放疗技术和图像引导技术在国内临床应用，获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积极推动产品结构转型升级 

逐步形成“设备+耗材或软件+服务”的产品结构，其中感染控制类产品向高附加值耗材类产

品发展；内镜清洗消毒单机设备向 ESSD 系列产品发展；放射诊疗产品向高端化、网络化、智能化

发展，逐步进入高端诊疗设备领域。 

3、品牌市场 

为适应新形势整合建立了：国内营销、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医疗商贸物流四大营销渠道，

为迎接药械流通新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应对。 

（1）品牌宣传进一步提升 

公司通过参与或组织行业会议、学术研讨会等方式直接与行业专家等进行沟通交流，掌握市

场实际需求和国际前沿技术发展方向，展示了新华医疗新面貌、新产品，进一步提升市场美誉度。 

公司主导和积极参与行业标准撰写；与山东大学建立感染控制培训基地；2018 年公司组织参

加国内、外产品展示会、学术会议 70 余场。 

公司产品连续多批次（19 个品种）成功入围优秀国产医疗设备产品目录，进一步的提升了新

华医疗品牌在医疗设备领域的影响。 

（2）建立营销新格局 

实施营销整合、资源共享，积极推广全线产品和整体项目的总体思路下，实施“请进来和走



出去”战略，发挥工厂化营销优势，协同带动作用显著；医疗器械领域国际业务进行整合升级，

形成了国际市场医疗器械和制药装备双轮驱动的国际贸易新局面，以印尼营销子公司为依托，实

现国际贸易领域新发展；创新营销模式，探索建立专业化的营销管理和码头式的售后服务体系，

建立起新华医疗售后服务基地，成立专业化售后服务团队，整合力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搭建电商新平台，弥补公司现有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对接；对口腔、美容整形医院、大

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小批量采购、集中度差、的客户，提高了这些客户偶发性的零星采购的响应

速度和服务质量。 

（3）调整市场策略 

通过资本运作，对商贸流通资源和渠道进行了整合优化，对受两票制影响较大的上海方承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和出售。 

积极与国际一线品牌探索深度战略合作，实现在产品、技术、市场等方面合作的新突破。 

 4、生产制造 

持续提升公司生产运营管理信息化、自动化水平。通过引进 DNC 管理程序，有效实现对各数

控机床的透明管理，提升车间底层管理能力。通过对加工中心设备的实时信息采集，实现程序传

输的网络化和设备利用率管理的目视化，机床加工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持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实施“离散型智能制造系统项目”，对供应链、生产体系和工艺、仓

储管理等进行升级改造，提高制造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实施“医用耗材自动化车间建设项目”，引

进自动化仓储物流系统，实现仓库自动化管理。 

5、持续开展业务整合 

公司近几年持续并购后，营业收入已超过百亿，但随着金融去杠杆以及医疗器械行业相关政

策变化，公司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对现有资产进行调整，对关联度高的资产予以整合提效，主动

出清低效资产、亏损资产和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类资产，对现有商贸业务和医疗服务业务进

行资源整合、优化调整，集中优势资源和主要精力重点发展医疗器械和制药装备板块。 

（三）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四）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五）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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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年度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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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67,807.7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2,111,347,063.63 

应收账款 1,999,279,255.90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158,422,686.96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58,422,686.96 

固定资产 2,268,147,734.80 
固定资产 2,268,147,734.80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946,923,580.29 
在建工程 946,923,580.29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270,339,391.3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2,535,589,133.46 

应付账款 2,265,249,742.09 

应付利息 6,109,337.49 

其他应付款 426,589,297.20 应付股利 22,595,466.29 

其他应付款 397,884,493.42 

长期应付款 7,482,675.43 
长期应付款 7,482,675.43 

专项应付款  

管理费用 629,180,440.49 
管理费用 472,562,393.31 

研发费用 156,618,047.1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 
188,846,771.4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200,986,214.27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 
35,071,285.8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22,931,843.07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2,139,442.79 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

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

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六）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七）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淄博众生医药有限公司、北京威泰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山东新华医疗（上海）有

限公司等 81 家子公司（其中，子公司 36 家，子公司的下属公司 45 家）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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