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004                           证券简称：国农科技                           公告编号：2019-021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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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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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农科技 股票代码 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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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苏 阮旭里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 3333 号中铁南方总

部大厦 503 室 

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3333号中铁南方总部

大厦 503 室 

传真 （0755）83521727 （0755）83521727 

电话 （0755）83521596 （0755）83521596 

电子信箱 gnkjsz@163.com gnkjsz@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生物医药及移动互联网游戏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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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生物医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生产的药品涵盖抗感染药，心脑血管系

统用药，胃肠道用药，营养及能量补充用药以及解热、镇痛等领域，主要产品包括注射用复方二氯醋酸二异丙胺、注射用盐

酸罂粟碱、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注射用三磷酸胞苷二钠等。子公司广州国科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移动

互联网游戏的运营及相关服务，主要产品包括创世神曲、黑暗与荣耀、仙武乾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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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868,804.70 138,605,841.98 164.68% 287,670,02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70,783.78 8,566,720.65 -336.62% 39,299,31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005,794.89 -3,009,230.52 -664.51% 15,845,075.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310,246.02 14,439,484.24 -469.20% 147,929,759.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14 0.1020 -336.67% 0.46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14 0.1020 -336.67% 0.46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0% 6.85% 减少 23.85 个百分点 38.8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351,177,470.17 268,844,295.64 30.62% 223,716,29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235,775.72 129,389,206.96 -15.58% 120,822,4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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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02,890.00 78,888,425.75 101,687,269.45 110,690,21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0,512.89 -76,687.59 -4,575,575.32 -17,679,03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887.89 -248,487.20 -3,444,755.30 -19,608,44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73,481.71 -4,399,160.09 -6,905,889.19 -50,878,67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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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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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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43% 23,876,848 0 质押 15,216,069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3% 5,397,600 0 质押 5,397,60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三号 
其他 5.01% 4,208,900 0   

石雯 境内自然人 4.70% 3,943,600 0   

傅建群 境内自然人 4.20% 3,524,966 0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7% 3,000,000 0   

邵国勇 境内自然人 3.05% 2,557,164 0   

周建新 境内自然人 2.48% 2,084,113 0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

银证券中国红－汇中 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2.11% 1,772,367 0   

汪国新 境内自然人 1.79% 1,506,10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为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此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石雯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943,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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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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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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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6,686.8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64.6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27.0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300.58万元。2018年度，因子公司深圳国科投资的广州火舞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下降，公司对所涉及的存在减值迹象的股权进行了减值测试，对火舞软件的股权投资计提了2,275.14万元的减值准备；

公司在医药行业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上升，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 

1、生物制药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业务板块是控股子公司山东华泰的医药板块。山东华泰营业收入虽然大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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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但净利润在短期内难以扭亏为盈。一方面，新药研发需要不断投入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在市场拓展中寻找战略合作

伙伴时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同时，因为国家医药政策——“仿制药一致性评价”、“4+7集中采购”和“两票制”等的实

施，山东华泰在提升药品质量的同时也在改变营销模式，力争扩大销售渠道，提高产品的销量。山东华泰2018年度在生物医

药业务方面实现营业收入32,526.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4.71%，毛利率达到82.88%，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长20.25%，主

要是因为国家医药政策“两票制”的执行，山东华泰营销模式改变，营业收入与营销费用增加，但没有对山东华泰经营利润

产生太大影响。 

2、移动互联网游戏业务：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科互娱主要从事移动互联网游戏的运营及相关服务。报告期内，国科互娱

实现营业收入4,016.23万元，毛利率为73.15%，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长23.15%，仍然为公司主要的业绩增长点。 

3、投资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国科投资持有火舞软件20.17%股权，报告期内因火舞软件业绩下降，公司对所涉及

的存在减值迹象的股权进行了减值测试，按照股权投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2,275.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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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分点） 

注射用复方二氯醋酸二

异丙胺 
105,078,156.33 100,728,805.15 95.86% 143.72% 148.33% 1.78 

注射用盐酸罂粟碱 87,199,491.92 77,512,913.42 88.89% 1,818.46% 1,841.31% 1.05 

创世神曲 26,142,195.31 18,737,801.72 71.68% 100.00% 100.00% 71.68 

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

氯化镁 
23,360,066.78 6,186,795.09 26.48% 299.53% -155.55% 216.98 

注射用三磷酸胞苷二钠 22,874,716.43 21,975,247.37 96.07% 135.81% 212.64% 23.61 

注射用门冬氨酸钾镁 14,840,407.69 11,113,942.43 74.89% 123.88% 215.09% 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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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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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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均较上年同期出现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国家医药政

策两票制的执行，控股子公司山东华泰改变了经销模式，导致增幅较大。公司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92.58%，主要是增加

了子公司国科互娱的管理成本。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371.24%，主要是子公司深圳国科投资的广州火舞软件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业绩下降，公司对所涉及的存在减值迹象的股权进行了减值测试，按照股权投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

减值准备22,751,415.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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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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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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