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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9-042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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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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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凯 副董事长 重要工作出差 Tommy Trong Hoang 

郑跃文 董事 重要工作出差 周志平 

谭劲松 独立董事 重要工作出差 周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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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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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莱士 股票代码 00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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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峥 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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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2009 号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2009 号 

电话 021-22130888-217 021-22130888-217 

电子信箱 raas@raas-corp.com raas@raas-cor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生产和销售血液制品，主要产品为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特异性免疫球

蛋白、凝血因子类产品等，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之一。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血液制品属于生物制品行业的细分行业，主要以健康人血浆为原料，采用生物学工艺或分离纯化技术

制备的生物活性制剂。在医疗急救及某些特定疾病和治疗上，血液制品有着其他药品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郑州莱士、同路生物、孙公司浙江海康现有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等共 11

个品种。各公司可生产产品品种及产品数量具体如下： 

产品种类 产品名称 上海莱士 郑州莱士 同路生物 浙江海康 

白蛋白类 人血白蛋白 √ √ √ √ 

免疫球蛋白类 人免疫球蛋白  √ √ √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 √ √ √ √ 

冻干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   √  

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  √ √ √ 

静脉注射用人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pH4）   申报中  

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   √  

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   √  

凝血因子类 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  临床中  

人凝血因子Ⅷ √  √  

冻干人凝血酶 √    

人纤维蛋白原 √    

人纤维蛋白粘合剂 √    

产品数 - 7 4 8 4 

 

公司主要产品用途如下： 

（1）人血白蛋白：失血创伤、烧伤引起的休克；脑水肿及损伤引起的颅内压升高；肝硬化及肾病引起

的水肿或腹水；低蛋白血症的防治；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用于心肺分流术、烧伤的辅助治疗、血液透析

的辅助治疗和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 

（2）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冻干/液体）：原发性免疫球蛋白缺乏症，如X联锁低免疫球蛋白血症，

常见变异性免疫缺陷病、免疫球蛋白G亚型缺陷病等；继发性免疫球蛋白缺乏症，如重症感染，新生儿败

血症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川崎病。 

（3）人凝血酶原复合物：主要用于治疗先天性和获得性凝血因子Ⅱ、Ⅶ、Ⅸ、Ⅹ缺乏症包括：凝血因

子Ⅱ、Ⅶ、Ⅸ、Ⅹ缺乏症包括乙型血友病；抗凝剂过量、维生素K缺乏症；因肝病导致的凝血机制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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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时，凝血因子Ⅱ、Ⅶ、Ⅸ、Ⅹ被大量消耗，可在肝素化后应用；各种原因所致

的凝血酶原时间延长而拟作外科手术患者，但对凝血因子Ⅴ缺乏者可能无效；治疗已产生因子Ⅷ抑制物的

甲型血友病患者的出血症状；逆转香豆素类抗凝剂诱导的出血。 

（4）人凝血因子Ⅷ：本品对缺乏人凝血因子Ⅷ所致的凝血机能障碍具有纠正作用，主要用于防治甲型

血友病和获得性凝血因子Ⅷ缺乏而致的出血症状及这类病人的手术出血治疗。 

（5）冻干人凝血酶：局部止血药。辅助用于处理普通外科腹部切口，肝脏手术创面和扁桃腺手术创面

的渗血。 

（6）人纤维蛋白原：适用于先天性纤维蛋白原减少或缺乏症；获得性纤维蛋白原减少症：肝硬化、弥

散性血管内凝血、产后大出血和因大手术、外伤或内出血等引起的纤维蛋白原缺乏而造成的凝血障碍。 

（7）外用人纤维蛋白粘合剂：局部止血药。辅助用于处理烧伤创面、普通外科腹部切口、肝脏手术创

面和血管外科手术创面的渗血。 

（8）人免疫球蛋白： 

150mg：用于常见病毒感染的被动免疫，主要用于预防麻疹和病毒性肝炎。若与抗生素合并使用，可

提高对某些严重细菌和病毒感染的疗效。 

300mg：用于常见病毒感染的被动免疫，主要用于预防麻疹。若与抗生素合并使用，可提高对某些严

重细菌和病毒感染的疗效。  

（9）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主要用于乙型肝炎预防。适用于1）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母亲

所生的婴儿。2）与乙型肝炎患者或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密切接触者。3）意外感染的人群。 

（10）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破伤风，尤其适用于对破伤风抗毒素（TAT）有过敏

反应者。 

（11）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主要用于被狂犬或其他携带狂犬病毒动物咬伤、抓伤患者的被动免疫。 

 

（三）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立足于血液制品行业，整体规模行业领先，是国内同行业中结构合理、产品种类齐全、血浆利用

率较高的领先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之一。 

（1）加快浆站布局，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收到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同意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增设澧县分站的函》（湘卫函[2018]322 号）以及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给淄博市卫生计生

委的《关于同意在沂源县设置单采血浆站的批复》（鲁卫医字[2018]65 号），同意公司下属石门莱士单采

血浆站有限公司在原划定采浆区域澧县设置澧县分站，核准名称为石门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澧县分

站，采浆区域为澧县；同意公司在淄博市沂源县经济开发区设置单采血浆站，采浆区域为淄川区、博山区、

沂源县，核准名称为沂源县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截至目前，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郑州莱士、同路生

物和孙公司浙江海康）拥有单采血浆站 41 家（含分站 1 家），采浆范围涵盖广西、湖南、海南、陕西、

安徽、广东、内蒙、浙江、湖北、江西、山东 11 个省（自治区）。2018 年公司全年采浆量近 1,180 吨，

http://ypk.39.net/search/%E4%B9%99%E5%9E%8B%E8%82%9D%E7%82%8E/
http://ypk.39.net/search/%E4%B9%99%E5%9E%8B%E8%82%9D%E7%82%8E/
http://ypk.39.net/search/%E4%B9%99%E5%9E%8B%E8%82%9D%E7%82%8E/
http://ypk.39.net/search/%E4%B9%99%E5%9E%8B%E8%82%9D%E7%82%8E/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浆站数量及全年采浆量行业领先。 

公司一贯严格按照业内的法律、规范及标准开展血浆采集工作，注重高效的质量管理，以便最大限度

的保证供浆员的安全与健康、保证原料血浆的质量，从源头上确保上海莱士产品的优质性。报告期内，公

司深化智慧浆站建设工作，加大“求发展、闯新路”的力度和深度，研究落地浆量增长计划，力求有效提高

固定浆员复采率的基础上发展潜在浆员，并开始探索特色的城市浆站建设。 

2、血浆利用率高、产品种类齐全 

公司整体规模为国内血液制品行业领先，是国内同行业中结构合理、产品种类齐全、血浆利用率较高

的领先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公司也是目前国内少数可从血浆中提取六种组分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之一，也

是国内同行业中凝血因子类产品种类最为齐全的生产企业之一。 

3、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双轮驱动 

公司成功收购郑州莱士、同路生物及浙江海康，并在浆站管理、生产管理、采购及销售渠道管理等方

面进行全方位的整合。郑州莱士在单个浆站的采浆规模、采浆能力和生产精细化管理方面有良好经验；同

路生物在浆站管理、产品得率、特免产品生产销售等具有优势；浙江海康作为浙江省唯一的血液制品企业，

具有一定的地域优势，并购战略的成功实施成为公司的又一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了公司盈利能力，巩固

公司的行业龙头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海外并购重组，最终方案调整为：拟发行股份购买基立福持有的GDS合计45%股

权。GDS的血液检测业务是血液制品生态圈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公司控制产品质量和检验产品安

全的基石之一。未来公司与基立福将在多个领域进行战略合作，公司与标的资产GDS及其大股东基立福的

主营业务将在生产质量规范、知识产权、技术研发、管理经验、销售渠道、工程和协作服务等多个领域达

成合作方案，建立深入的合作关系，本次重组若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可进一步推动公司相关业务板块的延伸，

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积极意义。 

4、加强内部管理提升，促进企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和提升内部基础管理，以建立国际化、集团化运营管理模式和高效、规范的

内部管理架构为基线，围绕“以人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的经营方针，强调以管理出

效益，继续积极开展变革、转型、创新的各项工作，提高企业管理效能和运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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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804,235,399.91 1,927,748,425.11 -6.41% 2,326,250,34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18,397,022.03 835,828,588.31 -281.66% 1,613,153,62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4,706,220.51 615,400,436.86 -74.86% 899,064,97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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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2,500,811.85 268,758,822.87 -2.33% 638,223,427.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7 -282.35%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7 -282.35%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9% 6.93% 减少 19.92 个百分点 14.1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元） 11,387,344,824.04 14,455,419,619.02 -21.22% 13,225,626,65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877,578,793.87 12,461,758,710.02 -12.71% 11,708,763,36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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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494,846.37 643,268,826.71 448,272,499.53 395,199,22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9,320,030.30 -157,807,275.86 -445,689,912.47 -225,579,80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554,797.17 236,073,869.90 101,392,563.96 -253,315,01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729,670.26 152,172,825.98 129,674,493.82 44,383,1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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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

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5,17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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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81% 1,582,529,564 -13,000,000 0 1,582,529,564 

质押 1,510,529,252 

冻结 1,580,529,564 

RAAS CHINA LIMITED 境外法人 30.33% 1,508,870,000 -250,000 0 1,508,870,000 
质押 1,499,856,800 

冻结 1,508,870,000 

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9% 228,119,166 - 0 228,119,166 

质押 228,110,000 

冻结 228,119,166 

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3% 210,276,214 -17,842,952 0 210,276,214 

质押 209,792,944 

冻结 87,375,859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4% 156,285,592 -25,703,334 0 156,285,592 

质押 117,303,597 

冻结 34,241,222 

鹏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产科瑞莱士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1% 64,985,295 -600 0 64,985,295 - - 

鹏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产凯吉莱士 1 期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29% 64,336,347 -2,664,900 0 64,336,347 -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鑫鑫向荣 82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3% 46,393,027 - 0 46,393,027 - - 

民生通惠资产－民生银行－民生通惠聚鑫 2 号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0.91% 45,256,840 - 0 45,256,840 -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鑫鑫向荣 76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1% 45,114,016 - 0 45,114,016 - - 

战略投资者或一 1、郑州莱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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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法人因配售新

股成为前 10 名

股东的情况 

2014 年 1 月 2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3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科瑞天诚”）、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新疆华建”）、傅建平、肖湘阳发行股份 93,652,444 股，用于收购邦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股权，同时向莱士中国有限公司（”莱士中国”）

非公开发行 26,000,000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公司郑州莱士项目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93,652,444 股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新疆华建因此成为公司前 10 名股东，新疆华建承诺自新增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目前承诺期已满，相关股份已

实现上市流通。 

2、同路项目 

2014 年 12 月 1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373 号），核准公司向科瑞金鼎、深圳莱士等发行股份 143,610,322 股，用于收购同路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同路生物”）89.77%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2,140,221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

套资金。2014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同路项目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143,610,322 股在深交所上市，科瑞金鼎、深圳莱士凯吉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深圳莱士”）因此成为公司前 10 名股东，其中科瑞金鼎、深圳莱士承诺自新增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目前承诺期

已满，相关股份已实现上市流通。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为公司控股股东；科瑞天诚担任科瑞金鼎普通合伙人；深圳莱士为莱士中国的全资子公司；鹏

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产科瑞莱士资产管理计划（“鹏华科瑞资管”）为科瑞天诚通过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鹏华资产”）发起设

立的资产管理计划；鹏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产凯吉莱士 1 期资产管理计划（“鹏华凯吉资管”）为深圳莱士全资子公司上海凯吉进出口有限

公司（“上海凯吉”）通过鹏华资产发起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除前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除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科瑞金鼎、深圳莱士、鹏华科瑞资管、鹏华凯吉资管）外的其它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除控

股股东外的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除控股股东外的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582,529,564 人民币普通股 1,582,529,564 

RAAS CHINA LIMITED 1,508,8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8,870,000 

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28,119,166 人民币普通股 228,119,166 

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0,276,214 人民币普通股 210,276,214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56,285,592 人民币普通股 156,285,592 

鹏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产科瑞莱士资产管理计划 64,985,295 人民币普通股 64,985,295 

鹏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产凯吉莱士 1 期资产管理计划 64,336,347 人民币普通股 64,336,347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鑫鑫向荣 8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6,393,027 人民币普通股 46,393,027 

民生通惠资产－民生银行－民生通惠聚鑫 2 号资产管理产品 45,256,840 人民币普通股 45,256,84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鑫鑫向荣 7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5,114,016 人民币普通股 45,114,016 

前 10 名无限

售流通股股东

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

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为公司控股股东；科瑞天诚担任科瑞金鼎普通合伙人；深圳莱士为莱士中国的全资

子公司；鹏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产科瑞莱士资产管理计划为科瑞天诚通过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鹏华资

产－平安银行－鹏华资产凯吉莱士 1 期资产管理计划为深圳莱士全资子公司上海凯吉通过鹏华资产发起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除前述关联关系外，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无限售流通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除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科瑞金鼎、深圳莱士、鹏华科瑞资管、鹏华凯吉资管）外的其它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除控股

股东外的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除控股股东外的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

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科瑞天诚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000,000 股股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1,580,529,564 股

股份，合计持有本公司 1,582,529,564 股股份；新疆华建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100,000 股股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152,185,592 股股份，合计持有本公司 156,285,592 股股份。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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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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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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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  

2018 年，医药行业变革向纵深发展，一系列影响医药的政策及措施密集推出并实施，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加快推进、两票制政策全面覆盖、时隔六年国家基药目录再更新、集采政策落地实施、新药审评审批提

速等等，这些政策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医药行业的竞争格局，也给医药行业的未来走向指明了方向。血液制

品行业经过数年快速发展后，进入了稳定增长的阶段。 

2018 年是富有挑战的一年，一方面，公司受资本市场波及，承受了风险投资损失；另一方面，公司海

外并购重组正式拉开帷幕，迎来了战略发展的新机遇。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政策环境，公司在董事会的领

导下，顺应血液制品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公司的战略方针和经营理念，从血浆驱动向产品与市

场拉动及创新驱动进行转变，同时加强质量管理，调整产品的生产节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产品营

销力度，采取各项积极举措，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格局中，保证了主营业务的稳定发展。 

（一）总体经营及资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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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04 亿元，较上年同期 19.28 亿元减少 6.41%，主营业务血液制品销售

毛利率 66.74%，较上年同期 63.91%提高 2.83%；2018 年公司采浆量和生产量均较上年增长，主营业务保

持平稳；2018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18 亿元，较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36 亿元减少 281.66%。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公司总资产 113.87 亿元，较上年末总资产 144.55 亿元减少 21.22%，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8.78 亿元，较上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62 亿元减少 12.71%。 

（二）遵循血液制品行业的发展逻辑，浆源增量工作取得新的突破 

公司坚持存量挖掘和增量突破的浆站发展思路，加快现有浆站建设步伐，加速布局新建单采血浆站；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 2 家单采血浆站（含分站 1 家），截至 2018 年底，上海莱士及其下属子公司和孙公司

拥有单采血浆站 41 家（含分站 1 家），采浆范围涵盖广西、湖南、海南、陕西、安徽、广东、内蒙、浙江、

湖北、江西、山东 11 个省（自治区），2018 年公司全年采浆量近 1,180 吨左右，浆站数量及全年采浆量行

业领先。 

报告期内，公司深化智慧浆站建设工作，加大“求发展、闯新路”的力度和深度，研究落地浆量增长计

划，力求有效提高固定浆员复采率的基础上发展潜在浆员，并开始探索特色的城市浆站建设。 

（三）研发工作稳中有进，研发体系功能得到加强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突出研发创新，加强研发的基础性功能，改善产品结构，提升工

艺技术水平，提高血浆综合利用率，并加快公司/品牌战略—产品战略—产品组合落地，研发体系功能进一

步加强，为公司竞争力持续提升夯实基础。 

（四）重塑公司商业运营体系，经销与直销齐头并进 

报告期内，为适应两票制新形势，公司重新布局商业网络，一方面，建立与百余家新商业公司的业务

合作，重建产品价格体系，充分利用公司品牌及质量优势，实现各产品的毛利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组

建学术推广为主的自营团队直面终端，有效巩固公司传统优势市场地位，并积极开辟新的战略区域，报告

期内，公司终端业务增长势头良好。 

（五）加快质量的信息化建设，夯实公司质量管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了质量的信息化、可视化建设，夯实了公司质量管理基础。公司进一步优化了浆

站的业务及管理模式，有效保证了血浆质量；加强了供应链与生产的质量管理，严格控制原材料、产成品

的质量，更好的适应 GMP 法规发展的要求；并在充分利用公司产品品牌和质量优势的基础上，优化各产

品学术推广模式，匹配资源开展持续学术推广活动，最大化公司品牌的市场美誉度和市场份额。 

（六）全力聚焦主营业务的发展，逐步退出其他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提高了采浆量与生产得率、加强了质量管理，技术创新和管理能力均有所提升。

营销体系也从以往的总经销模式向商业渠道销售与终端市场销售并存的模式转变，组建了一支覆盖全国医

药市场的直营营销团队，为今后向全国市场广泛拓展打下了基础。此外，受证券市场波及，公司证券投资

产生了较大的损失，本着理性投资、审慎决策的原则，根据公司内控制度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不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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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的证券投资，原有的证券投资也将在未来适当的时机逐步实现退出，今后将不再进行证券投资，公司

的战略和发展将全力聚焦于血液制品主营业务及生物制品相关产业的深耕和精琢。 

（七）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双轮驱动，公司并购重组取得新成果，战略合作值得期待 

2018 年 2 月，公司海外并购重组正式启动，最终方案调整为：拟发行股份购买基立福持有的 GDS 合

计 45%股权。GDS 的血液检测业务是血液制品生态圈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公司控制产品质量和检

验产品安全的基石之一。未来公司与基立福将在多个领域进行战略合作，公司与标的资产 GDS 及其大股

东基立福的主营业务将在生产质量规范、知识产权、技术研发、管理经验、销售渠道、工程和协作服务等

多个领域达成合作方案，建立深入的合作关系，本次重组若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可进一步推动公司相关业务

板块的延伸，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积极意义。 

（八）持续完善企业管理各项制度，积极推进管理创新与变革，公司管理经营能力得到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和提升内部基础管理，以建立国际化、集团化运营管理模式和高效、规范的

内部管理架构为基线，强调以管理出效益，继续积极开展变革、转型、创新的各项工作，提高企业管理效

能和运营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引入 5S、A3、手册和指引等工具，全面提升问题解决能力和目标管理能力；以资源

使用效率为抓手，强化成本意识，开展增收节支、降低成本专项行动。报告期内，公司的采浆量进一步提

高：供应链管理工作加强体系化和规范工作，提升采购和资源使用效率；生产方面保持得率、合格率和工

艺的持续改进，持续提高产能，提升工程设备维保水平和能力；质量部门强化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风险管

理和督察机制建设，持续开展文件体系修订等工作；公司市场营销方面，建立了各产品既具有长期发展和

又具有短期竞争力的业务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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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蛋白 715,774,309.09 369,265,809.42 51.59% -12.59% -9.74% 1.62% 

静丙 581,305,068.05 393,901,329.92 67.76% -12.66% -11.06% 1.22% 

其他血液制品 507,156,022.77 440,962,102.49 86.95% 17.67% 18.51%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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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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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18亿元，较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6亿

元减少281.66%；公司业绩大幅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有： 

1）风险投资损失较大，持有和处置风险投资而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合计-19.80亿元，

导致2018年度业绩大幅亏损； 

2）郑州莱士复产计划较预期有所变化，根据专业评估机构商誉减值测试结果，计提商誉减值损失1.86

亿元；  

3）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较为复杂，产生的中介费用较多，管理费用同比增长46.93%； 

4）公司由以往市场代理销售模式向商业渠道销售与医院终端市场销售并存的模式转型，推广费和销

售人员薪酬增加较多，销售费用同比增长2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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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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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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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年相比，增加 1 家，列示如下： 

名称 变更原因 

定安同路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设立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和结构化主体： 

名称 变更原因 

金鸡报晓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清算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43号单一资金信托 清算 

陕国投·持盈78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清算 

陕国投·持盈79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清算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2018年度报告 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1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对2019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已于2019年3月27日在指定媒体进行了披露。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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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杰 

 

                                          日期：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