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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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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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987,42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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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医药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78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袁宇飞

郑鑫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56 号两江天地 1 单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56 号两江天地 1 单
元 10 楼
元 10 楼

传真

023-67525300

023-67525300

电话

023-67525366

023-6752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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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化学药品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医药流通以及医疗服务等业
务。简要情况如下：
1、药品研发：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依托北京大学医学部深厚的学术基础以及北大医疗旗下研发企业的研发资源，进
行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在研产品涵盖精神类、抗感染类、消化系统类、抗肿瘤类等多个领域。
2、制剂业务：目前制剂销售以国内市场为主，上市的制剂产品主要覆盖抗感染类、内分泌类、精神类、消化系统类、
心血管类、镇痛等；此外，公司拥有健全的营销网络和覆盖全国的营销渠道，并能够合法、有效开展药品销售活动。
3、流通业务：通过北医医药、武汉叶开泰两家全资子公司从事第三方药品、器械和耗材的分销、零售、医院集采、药
房托管等业务。
4、医疗服务：主要是公司参股的肿瘤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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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利润为导向，坚持效率与效益优先，用机制激活效率与效益实现了公司业绩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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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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2,315,796,429.45

2,145,918,088.60

7.92%

2,070,262,45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178,547.24

34,261,005.09

31.87%

12,559,06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128,744.16

30,062,867.10

26.83%

8,802,868.01

204,374,334.24

-25,559,118.47

899.61%

-116,935,478.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8

0.0575

31.83%

0.02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8

0.0575

31.83%

0.02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8%

2.96%

0.82%

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2,142,637,517.46

2,075,937,622.96

3.21%

2,041,783,06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3,973,541.78

1,176,305,395.07

3.20%

1,142,265,697.9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524,561,601.68

535,318,684.86

557,257,136.48

698,659,00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22,066.72

12,105,172.17

11,224,788.40

7,226,51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07,612.85

12,200,163.76

11,087,845.97

233,121.58

-96,916,123.06

129,247,468.16

-21,984,163.13

194,027,152.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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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36,885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3,225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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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
国有法人
限公司

28.58% 170,356,260

0

北 大 医 疗 产 业 集 团 有 国有法人

11.80%

0

70,328,949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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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

1.94%

11,576,513

0

重庆长江制药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2%

7,298,850

0

刘巍建

境内自然人

1.10%

6,585,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国有法人
限责任公司

1.05%

6,244,400

0

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责任公司

0.83%

4,929,900

0

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司

0.54%

3,225,346

0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0.50%

3,000,000

0

0.40%

2,369,811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
富 均 衡 增 长 混 合 型 证 其他
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冻结

3,225,346

1、合成集团为北大医疗全资子公司。2、2013 年 6 月 13 日，北大医疗与北京政泉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政泉控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由政泉控股受让北大医疗持有本公司
的 4,000 万股股份，同时北大资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源控股”）与政泉控股
签订股份代持协议，约定由政泉控股为资源控股代持上述 4,000 万股股份。资源控股与北
大医疗、合成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报告期末：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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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56,260
股，通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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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0,356,206 股。2.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户持有公司股份 37,328,949 股，通过华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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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0,328,949 股。3.股东刘巍建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000 股，通过中银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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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6,5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5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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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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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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医药行业迈入调整转型深入期，“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医保控费”、“医
药价格动态调整”、“4+7带量采购”等政策陆续推出，医药行业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显现——研发端“监管更严、准入提高”，
生产端“优胜劣汰、产品为王”，应用端“低速增长、市场重构”。
在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之时，公司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聚焦发展医药工业，优化医药商业，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效果,
经营业绩稳步提升，产品盈利结构得到持续改善。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1,579.6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9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517.85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1.87%；其中主营业务的医药工业实现了快速增长,营业收入达71,990.52万元，净利润达2,272.87万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56.48%和211.69%。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20,437.4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99.61%。公司产品销售取得
重大成果，年销售额在五千万元以上的有五个产品，其中头孢曲松钠销售收入创新高，超过2亿元，美罗培南销售规模过亿，
业务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初步达到。
报告期内，公司在强化研发技术合作、引进新产品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公司深刻认识到，在新一轮药政变革中，创新是
未来药企安身立命的根本，坚持仿创结合，优化产品结构才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2018年度，公司紧紧依托内外部资源，
尤其是大股东研发资源，投入研发经费总计合同金额近2亿元，启动注射用头孢曲松钠、格列美脲片等九个品种的一致性评
价研发工作，自主研发枸橼酸坦度螺酮片、莫西沙星等六个品种。公司在加强自主研发的同时，积极开展外部产品的技术合
作，涉及塞来昔布胶囊、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琥珀酸曲格列汀、米力农等四个品种。这些项目的启动为公司提供了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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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动力，为公司持续营销和业绩稳步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明晰公司发展战略，推动公司又好又快发展
2018年度，在大股东的支持下，确定了公司发展战略。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调结构—重医药工业战略”的工作基
调，在内生和外延方面持续发力，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果。
（二）聚焦一致性评价，优化研发结构
一是顺应国家政策，积极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公司当前主打品种及潜力巨大的品种正稳妥推进一致性评价研发工作，
目前公司已启动九个品种的一致性评价工作，目前进展顺利，公司在人、财、物方面将持续增加投入，注重研发质量和进度，
确保一致性评价早日落地。二是加强与方正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合作，利用其强大的研发实力，布局优势品种，2018年度
公司与其签约涉及糖尿病领域的琥珀酸曲格列汀原料药及片剂的研发合作，同时双方将积极探索研发合作模式，开展中美双
报等合作；三是仿制药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是大众医疗消费的主要市场，因此调整策略，短期将研发重心聚焦在大病种、
大市场的仿制药领域，并形成梯队，集中力量提速研发，使研发方向更清晰，资源更集中，收效更明显，目前公司已启动涉
及精神、抗感染、心脑血管、痛风等领域的共六个新产品的研发工作。
(三)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医药工业销售取得历史性突破
国家政策变化带来市场竞争格局变化，公司前瞻性把握市场机遇，全面布局，实现销售历史新突破。一是确保重点品种
的区域准入，确定三类终端的价格营销体系，构筑新的竞争优势，使盈利品种规模不断扩大。二是全面推进产品市场布局，
构建肿瘤、消化、心内、儿科领域的专家网络，提升公司产品知名度。三是优化产品结构，推进重点产品战略合作，挖掘品
种准入潜力，顺应政策趋势提前布局，确保后续转入的可操纵性；发挥头孢曲松钠等产品首仿优势、区域优势、药证优势，
集中优势打造拳头产品。2018年度，公司医药工业营收突破7亿元。
（四）优化商业流通业务，拓展商业流通新模式
受政策影响，传统医药流通及配送业务模式面临巨大挑战，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北医医药的供应链管理业务以及北
大医药武汉有限公司的配送业务；随着医改政策持续不断地推进，为应对市场的不断变化，在扩大集中配送、医药药房托管
优质资源的同时，公司加强了对流通业务的梳理、整合，集中主要精力服务优质资源。2018年度，医药流通业务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158,635.57万元，同比下降7.60%，但实现净利润2,168.25万元，同比增长166.89%。
(五)提升经营质量，增强核心竞争力
随着行业环境不断变化，公司推进管理变革，一是坚持以利润为导向，坚持效率与效益优先，用机制激活效率与效益，
全方位深化和实施营销体系及生产质量体系的考核激励，充分调动全员积极性，生产效率明显提高，销售利润大幅提升。二
是深化营销变革，构建“两票制”环境下的合规营销模式，全面提升新竞争环境下的营销能力，确保销售持续增长。三是结
合信息化，实现预算信息化、批次成本核算精细化，全面打造信息化条件下精细化管控能力，提升公司风险控制能力，促进
产品结构优化与市场高效决策。四是积极推动优质合作项目引进，强化外延发展，公司已签约涉及风湿骨科领域的塞来昔布
胶囊及心脑血管领域的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交易金额共计5,300万元，同时，积极推进曲格列汀等合作研发项目的落地工
作。上述品种均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项目的正式落地将会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线，为未来业绩的提升奠定良好的产品结
构。五是加强环保建设，实现节能减耗、降本增效，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
（六）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8年度，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勤勉尽责，忠实履行义务，努力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夯实公司治理基础，努力将公司打造为规范、自律的上市公司，
保证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投资者创造更大的价值。二是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体系建设，强化公司内部审计和风险
控制，推动公司经营质量提高。三是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优化投资者关系管理，加强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管理，持续提升
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司以全方位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为重心，保证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及全面性；同时优化投资者
关系管理，积极通过接待投资者调研，及时回复“互动易”等方式，传递公司愿景，从而坚定投资者信心，切实保护投资者
利益。
北大医药作为北大医疗唯一的上市平台，北大医疗将继续强有力地呵护和支持北大医药的发展，北大医药的做大做强是
北大医疗和全体股东的一致愿望，公司将继续扎实经营，以期以良好的业绩回报全体股东，以实现股东权益的最大化。
我们预计公司未来业绩仍处于稳步较快增长期，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预定的时间实现预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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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药品制造

710,214,878.32

614,690,977.19

86.55%

70.45%

72.39%

0.97%

医药流通-药品

849,687,704.09

53,360,387.82

6.28%

0.88%

-17.7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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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流通-医疗器械及试剂

733,313,494.55

131,629,772.27

17.95%

-14.20%

-11.96%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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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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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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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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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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