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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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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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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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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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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凯宝 股票代码 3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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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立旺 马聪影 

办公地址 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程普路 88 号 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程普路 88 号 

传真 021-37572069 021-37572069 

电话 021-37572069 021-37572069 

电子信箱 kbyydmb@126.com kbyydm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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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情况 

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现代化中药研发、生产、销售的综合性制药企业，属国家现代中药高科技产业化示范项目基地、中

国制造工业百强企业，是国内首批通过新版GMP（2010版）认证的中药注射剂企业。公司始终将“诚信做药、良药救人”的

理念贯穿于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已逐步构建以痰热清注射液为代表的呼吸系统领域、以芪参胶囊为代

表的心脑血管领域以及以硫普罗宁系列产品为代表的消化领域为主导的三大领域产品线，进一步增强了公司产品竞争力和品

牌影响力。 

公司主导产品痰热清注射液是独家专利产品，国家中药保护产品，属国家中药二类新药。是我国第一批采用指纹图谱检

测技术进行药材、中间体和成品全过程质量控制的中药注射剂。其主要功效为清热，解毒，化痰，对于由细菌和病毒引起的

支气管炎、肺炎、上、下呼吸道感染有很好的疗效。凭借其先进的工艺技术、优异的质量、确切的疗效和极高的安全性，在

“人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甲型H7N9流感”、“登革热”以及“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重大疫情中均被国家卫计委和中医药

管理局列为临床指南或诊疗方案用药，早在2006年即被国家发改委列为“流感防治中成药储备用药”，成为国家战略储备药品，

形成了强大的核心竞争力，肯定了痰热清注射液在防治流行性疾病方面的贡献。公司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李连达

院士联合组建院士专家工作站，于2017年12月联合举办了“中药抗菌机制研究进展学术研讨会”，会上公布：痰热清注射液不

但可以阻止某些耐药菌生物膜的形成，而且可破坏已形成的生物膜，使耐药菌失去耐药性；并发现痰热清注射液有效成分还

具有透过血脑屏障的作用，这是中药领域抗耐药菌研究的重大突破。2018年，KAIBAO牌痰热清注射液被评为上海中药行业

名优产品。 

子公司新谊药业独家品种芪参胶囊是治疗气虚血瘀型冠心病心绞痛的国家新药，其主要功效为益气活血、化瘀止痛。具

有改善心功能、降低心肌耗氧量，保护心肌的作用，对心肌缺血、血流动力学及血液流变性有较好的改善作用。独家品种硫

普罗宁钠及硫普罗宁系列产品，用于治疗急慢性肝病，具有良好的市场基础，尤其是注射用硫普罗宁钠，拥有独家专利，具

备较大的技术创新和优势，稳定性好，安全性高，使用方便，疗效确切，在肝病治疗领域具有较大潜力。 

子公司凯宝健康主要从事健康科技领域内的产品开发、市场推广、品牌建设等大健康产业项目。旨在紧跟国家医药健康

事业的快速发展，围绕“健康中国，中医药先行”的理念，结合多年的技术积累，精准医疗、靶向医疗的理念已经开发出消字

号、械字号、妆字号等系列产品，为公司战略发展注入新活力。 

（二）所处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产业，是国家“十三五”重点培育的战略新兴产业。2018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把中医药发展上升至国家发展战

略高度。虽然中国经济面临大发展大变革，医药行业增速全面放缓，但随着人民医疗保健意识的增强、居民支付能力的提升、

人口老龄化的持续以及各项激励政策的不断出台与医保支付结构调整的到位，为医药行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医

药企业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公司属现代化中药研发、生产、销售的综合性制药企业。2018年是医药改革积极实践的一年，多项医药行业重磅举措相

继出台和实施，推进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医保控费、两票制、药品零加成、一致性评价、临床实验数据核查及二

次议价、成本上升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使医药企业在监管、市场等各方面较以前承受了更大的压力。随着医药行业政策的逐

渐完善，中医药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未来市场份额将会保持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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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500,676,455.17 1,569,916,033.26 -4.41% 1,497,151,21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812,437.14 272,304,671.80 -16.71% 282,606,84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8,853,501.73 260,420,033.84 -8.28% 288,953,164.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361,430.99 245,758,441.22 6.76% 314,879,061.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17 0.2541 -16.69% 0.26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17 0.2541 -16.69% 0.26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9% 11.79% -2.40% 13.4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747,388,592.99 2,679,724,094.17 2.53% 2,527,915,72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85,128,992.94 2,365,465,935.80 5.06% 2,200,310,6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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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891,399.52 385,758,678.89 243,279,844.32 350,746,53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580,800.16 83,556,131.17 55,314,490.13 -11,638,98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725,187.20 79,492,657.63 47,446,468.24 14,189,188.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06,608.14 93,008,624.46 72,563,046.02 81,583,1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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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9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9,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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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来安 境内自然人 30.01% 321,580,740 0 质押 12,500,000 

新乡市凯谊实 境内非国有 8.26% 88,470,019 0 质押 52,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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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90% 31,053,880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6% 14,525,819 0   

穆竟男 境内自然人 0.77% 8,211,182    

穆竟伟 境内自然人 0.66% 7,041,000 5,280,750   

刘宜善 境内自然人 0.58% 6,248,268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2% 5,576,808 0   

杜发新 境内自然人 0.49% 5,280,000 0   

河南新乡华星

药厂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7% 5,044,000 0 冻结 5,04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穆来安、新乡市凯谊实业有限公司、穆竟男、穆竟伟为关联股东；刘宜善、杜

发新为新乡市凯谊实业有限公司股东。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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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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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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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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医药行业政策密集出台的

一年。面对医药行业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经营计划及目标，扎实推进各项业务并积极拓展大健康领域，努

力实现多元化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0,067.65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41%；实现营业利润27,493.41万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17.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681.24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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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剂 1,413,967,469.10 259,070,377.75 83.96% -4.34% -17.2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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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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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财会（2018）15号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

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的变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

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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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追溯调整，对以往各年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不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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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设子公司1家，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信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实收资本0.00元。2018

年5月15日获得上海市工商局颁发的注册号91310120MA1HP34W63的营业执照，本公司自上海信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之

日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穆竟伟 

2019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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