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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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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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8年度公司实现合并净利润（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5,568,326.57元，母公司净利润为-247,011,914.23元。2018

年度，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84,320,174.46元，本年度实现净利润-247,011,914.23 元，2018

年进行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实际分出利润 40,425,949.65 元，年末未分配利润为-203,117,689.42

元。 

鉴于公司 2018 年度为亏损，公司 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公司本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本次利润分配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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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吴中 60020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陈佳海 李锐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东方大道988号 苏州市吴中区东方大道988号 

电    话 0512-66981888 0512-65686153 

电子信箱 chenjh@600200.com lirui@600200.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在坚持“医药、化工双主业齐头并进，



实业经营和资本运作双轮驱动”的产业发展格局的基础上，投资新设立了江苏吴中医药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进一步明确以医药作为公司重点核心产业。 

公司医药板块通过全资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来组织运营，主营业务涉及药品研

发、生产和销售，拥有两家药品生产企业，目前主要产品涵盖“抗感染/抗病毒、免疫调节、抗肿

瘤、消化系统类”等领域。 

公司化工板块通过全资子公司响水恒利达科技化工有限公司来组织运营。主营业务主要为涉

及有机颜料、染料及其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生产品种用于生产制造活性染料及有机

颜料。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具体

如下： 

1、医药产业。医药集团下设的生产分支机构分别是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和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中凯生物制药厂。苏州制药厂主要生产原料药、现代中药和化学药为

主，剂型分别有：硬胶囊剂、颗粒剂、片剂（含抗肿瘤药）、囗服溶液剂、滴丸剂、乳剂、大容量

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粉针剂、冻干粉针剂和原料药（含抗肿瘤药）；中凯生物制药厂主要生产

生物制品。同时建有以江苏省唯一的基因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京）、江苏吴中苏药医药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和苏州本部为主体的企业技术中心。医药集团目前已建成涵盖基因药物、

化学药物与现代中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形成了以“抗感染/抗病毒、免

疫调节、抗肿瘤、消化系统类”等为核心的产品群，其中“洛凯-注射用奥美拉唑”、“芙露饮-匹多莫

德口服溶液”、“洛叶-注射用卡络磺钠”和“洁欣-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力制同-美索巴莫

注射液”、“洛汇-注射用兰索拉唑”等已经成为拳头产品。拥有国家一类抗癌新药“内皮抑素”、利奈

唑胺原料及制剂、艾司奥美拉唑钠原料及冻干粉针、卡培他滨原料、盐酸曲美他嗪片一致性评价

等涵盖“心脑血管、抗肿瘤、抗感染”等领域多个在研药品。医药集团建立了以终端销售、配送、

招商、OTC 等多种销售模式，销售渠道包括全国各区域内的代理商、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等。综

合来看，经过多年的稳步发展，吴中医药是一家具备完整产业链和具有一定发展前景的医药企业。 

2、化工产业。报告期内，恒利达主要涉及有机颜料、染料及其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重点产品包括 J 酸、4-氯-2,5、吐氏酸、吐氏酸磺化物、红色基 B 等品种。恒利达拥有设计产能 36,700

吨的一期厂区，以及设计产能 10,500 吨的二期厂区。依据行业特殊性，恒利达主要实行“自产自

销”的经营模式和“以销定产”的生产管理模式，销售方式主要为向国内下游染料、颜料加工生产企

业和贸易企业直接供货的直销模式及出口商代理模式。在生产过程中恒利达始终高度重视技术创



新研发及安全环保工作，通过进一步改进工艺流程，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三废处理方案。目

前已申请或受让专利共计 17 件，其中已授权包括《J 酸的制备方法和 J 酸废水综合治理与资源化

利用的方法》等 8 件国家发明专利及《一种从吐氏酸废水中提取回收吐氏酸的方法》等 7 件实用

新型专利。经过多年的努力，恒利达已成为国内少数持有《J 酸和吐氏酸全国工业产品许可证》

的供应商，并成为在国内有机颜料、染料及其中间体等细分市场领域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 

3、房地产产业。公司的房地产业务以江苏中吴置业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为主体，主要产品

为商品住宅和保障性住宅，分布在苏州和宿迁两地。目前在建项目有宿迁家天下二期、三期，建

成在售项目主要是苏州的中吴红玺、岚山别墅。中吴置业一直坚持区域性中小型精品住宅开发商

的定位，深耕区域市场，在当地已具备一定的品牌影响力。 

4、投资产业。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旨在为公司医药产业引入市场化资本和外部资源，投资设立、有效参与以医疗大健康产业为主的

产业基金、并购基金；通过专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实现优势互补，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

点，推动公司积极稳健地并购整合及外延式扩张，构建起集“药品生产、医疗机构及医疗器械为一

体的医疗大健康产业链”。此外，公司目前其他财务性投资项目主要为广州美亚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不参与其日常经营活动。 

（三）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行业的主要情况 

1、医药行业 

2018 年，随着医药行业内监管机制的重新梳理完善，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进程

明显加快，各项政策及实施细则密集出台。新成立的国家医疗保障局主导的药品谈判、带量采购

政策，落地时间快、降价幅度大，医保控费预计对医药行业的影响将持续存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重新划分了职责权限，未来更加侧重医疗服务的监管，分级诊疗、强化基层、缩小城乡医疗

资源差距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所有政策的出发点。在行业恢复性加速增长，重要改革成果陆续落地，

监管机构新格局形成的背景下，医药行业和企业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Wind 资讯数据显示，受医保控费、招标降价等政策压力，2018 年 1-12 月，

医药制造业累计主营业务收入 23,986 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 资讯） 

2、化工行业 

2018 年，我国安全环保督查力度持续增强，同时受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产能规模小、污染问

题严重的落后企业相继被淘汰，行业内企业间竞争更加激烈，市场竞争格局得到了有效改善。随

着环保政策的深入实施，染料行业面临上游原料供应的波动和染料生产装备升级、环保技改投入

加大的压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和产能逐步被清除出市场，分散染料市场已经逐步向垄断的

市场态势发展。2018 年，由于环保压力，染料供应紧张状态更加严峻，染料价格一直维持高位运

行，染料行业的两大子行业分散染料和活性染料的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数据来源：深圳价值在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易董”平台） 

3、房地产行业 

2018 年，在“房住不炒”的政策背景下，房地产业稳健运行发展。中央层面，注重深化基础性

关键制度改革，强化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加快住房租赁体系建设，保障居民合理自住需求；地



方层面，深入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优化住房和土地供应结构，完善基本住房制度体系。其他基础

性长效机制的建设方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资产证券化、不动产登记全国联网、个税、

房地产税等方面的新一轮制度改革及创新都将快速推进、互相衔接，推动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 

2018 年，国内楼市整体增速放缓。根据 Wind 资讯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百城住宅价格指数

达 14,678 元/平方米，同比上涨 5.09%。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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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910,901.74 4,634,581,387.80 -0.36 5,239,552,399.53 

营业收入 1,701,627,607.60 2,960,487,767.54 -42.52 3,989,290,78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5,568,326.57 133,105,250.48 -314.54 71,996,13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53,300,289.62 60,745,524.23 -846.23 59,814,59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392,144,084.33 2,919,630,587.98 -18.07 2,939,788,756.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4,027,632.20 249,141,522.01 34.07 693,453,447.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6 0.185 -314.05 0.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6 0.185 -314.05 0.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75 4.54 

减少15.29

个百分点 
3.4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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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115,505.25 422,233,099.08 411,891,194.34 303,387,80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941,034.63 63,618,892.59 30,567,839.33 -400,696,09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8,549,827.65 17,272,686.56 -9,659,042.36 -479,463,76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2,177,948.23 152,248,076.72 -69,423,753.69 159,025,360.9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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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0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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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吴中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0 122,795,762 17.01 0 质押 73,5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毕红芬   12,413,238 1.72 5,346,988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11,501,003 1.5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徐荣良   8,435,105 1.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8,354,200 1.16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5,290,070 0.7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晓峰   3,231,459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宗胜   2,067,569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马文革   1,995,582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泰陵   1,786,9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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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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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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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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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0,162.76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25,886.02 万元，下降

42.52%。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69,160.6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25,685.15万元，下降 42.63%。

实现营业毛利 60,345.8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678.19万元，下降 5.75%，其中主营业务毛利

59,894.9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554.44万元，下降5.6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8,556.83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1,867.36万元，下降 314.54%。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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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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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调整了账务报表列表，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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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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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吴中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江苏吴中海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吴中苏药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吴中进出口有限公司 

江苏中吴置业有限公司 

宿迁市苏宿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隆兴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中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宿迁市吴中家天下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响水恒利达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苏州恒信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吴中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吴中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吴贸易发展(杭州)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