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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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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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此预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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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福医药 600079 人福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前伦 吴文静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 

电话 027-87597232 027-87597232 

电子信箱 renfu.pr@renfu.com.cn renfu.pr@renfu.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公司坚持“做医药健

康领域细分市场领导者”的发展战略，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湖北省医药工业龙

头企业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位列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2017 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第 30

位。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公司现已在神经系统用药、生育调节药、维吾尔民族药、体外诊断试剂

等细分领域形成领导或领先地位，近年来逐步开拓美国仿制药业务以及全球两性健康业务。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拥有 566 个药品生产批文，其中有 37 个独家品规产品，共有 152 个品种纳

入国家基药目录、316 个品种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同时还拥有 70 多个 FDA 批准的 ANDA 文号。



公司主要药（产）品包括枸橼酸芬太尼注射液、枸橼酸舒芬太尼注射液、注射用盐酸瑞芬太尼、

咪达唑仑注射液、盐酸氢吗啡酮注射液、盐酸纳布啡注射液、米非司酮制剂、熊去氧胆酸胶囊、

祖卡木颗粒、硫酸新霉素原料药、黄体酮原料药等，产品基本情况详见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

况讨论与分析”之“二、（四）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中关于“主要药（产）品基本情况”的内容。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采用集团总部统一制订战略规划和业务目标计划、各事业部和各子公司在各细分领域进

行专业化运营的管理模式，通过建立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和激励与约束相结合、适应市场发展的运

行机制，提高公司资产经营的整体效率和效益，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公司主要经营模式如下： 

1、医药工业 

公司紧紧围绕“品质立企”的发展主线，按照国家新版 GMP 或美国 CGMP 要求组织药品生

产，在此基础上推进研发创新和营销队伍建设工作，不断巩固和加强核心产品的竞争优势与市场

地位。集团下属各医药工业子公司积极培育“大品种”，建立了由营销副总、市场和医学支持部门、

销售管理部门以及各区域办事处构成的医药营销系统，收集、整理并分析药品临床使用信息及临

床需求信息，不断优化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强化产品管线的研发创新，实现产品和市场的良性

互动发展。 

2、医药商业 

公司已分别在湖北省、四川省、河南省搭建区域性医药商业网络，各医药商业子公司以“做

医疗机构综合服务商”为目标，从事医药产品的配送、分销及相关业务。公司下属各医药商业子

公司可分为省级公司和市级公司两个层级，省级公司为管理及采购平台，市级公司负责完善终端

销售网络，承接省级公司业务，实现统购分销，向各级医疗机构提供药品器械、医疗设备、试剂

耗材、健康产品、技术及管理服务等。公司按区域分配销售人员，为上游药品生产企业提供医药

物流和货款结算业务，为下游医疗机构提供医药产品及相关服务。 

（三）行业情况说明 

医药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医药行业的需求具有刚性特征，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

响较小，属于弱周期行业。医药行业也没有明显的区域性或季节性特征。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医

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指出：医药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是中国制造 2025 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也是我国医药工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时期。 

1、全球医药行业发展情况 



受世界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健康观念提升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

全球医药行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18 年全球药品市场规模估计约为 1.2 万亿美元，年增长率约

为 3.8%，其中专利药（原研药）市场规模估计约为 7,665 亿美元，年增长率约 5.8%；仿制药市场

规模估计约为 3,202 亿美元，年增长率约 1.6%；预计 2023 年全球药品市场规模将达 1.55 万亿美

元，2018-2023 年复合增长率为 5.1%（数据来源：集邦咨询）。 

2、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中国医药行业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和

消费结构升级，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医保体系进一步健全，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全面两孩政策

实施，都将继续推动医药市场较快增长。2018 年我国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3,986.30 亿

元，同比增长 12.6%，实现利润总额达到 3,094.20 亿元，同比增长 9.5%（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8 年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落地之年，涉及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等方面的相关政策陆

续实施：优先评审药品注册政策落实，加快了药品的研发上市进程；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政策持续

推进，相关配套政策如带量采购政策与各地挂网政策连续出台，有利于仿制药质量整体提升和产

业集中度提高；国家医保局正式挂牌成立，集中采购、医保谈判、医保统筹等多项医保政策的实

施，将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两票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促进医

药流通行业整合加速；分级诊疗、新版国家基药目录、临床路径的逐步推广也正在推动行业变革。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及行业整合力度的加强，对医药行业发展态势和竞争格局将产

生深远影响，医药行业将向更高效、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公司将紧跟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大趋势，

坚持“做医药健康领域细分市场领导者”的发展战略，继续巩固和强化在核心业务上的优势，稳

步推进研发创新，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加强各业务版块的协同作用，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报告期内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医药工业子公司持续加强营销体系建设，高度重视市场准入、学术推广、渠道拓展等工作，

为公司经营规模与利润的稳步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2、坚持研发创新和国际化拓展，一方面加快核心领域的创新药研发项目，另一方面围绕产品

线推进特色仿制药的开发上市，不断丰富产品管线。 

3、医药商业子公司着力加强集团内部合作与资源整合，抢抓政策机遇，持续完善市场布局，

不断优化产品资源与客户结构，在扩大经营规模的基础上着力提升经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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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23,421,121.97 35,406,056,077.87 0.05 26,427,535,606.04 

营业收入 18,633,826,363.07 15,445,684,100.97 20.64 12,330,950,05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57,747,308.41 2,068,719,633.63 -213.97 832,403,38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662,200,605.45 559,088,793.71 -576.17 564,762,39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837,257,961.66 13,523,886,188.81 -19.87 10,041,198,579.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02,993,621.21 93,345,500.25 545.98 526,477,790.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81 1.53 -218.30 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81 1.53 -218.30 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3.99 17.43 减少41.42个百分点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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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7,754,083.47 4,400,572,080.81 4,699,581,795.15 5,095,918,40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7,461,526.88 324,237,194.01 146,731,867.34 -3,006,177,89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60,106,262.29 94,862,504.88 145,169,881.23 -3,062,339,253.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80,611,054.73 105,756,691.35 29,480,101.73 948,367,8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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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9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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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0 396,079,114 29.26 67,655,240 质押 285,133,22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42,592,300 3.15 0 无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25,732,400 40,595,281 3.00 0 无 

  
未知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

行－汇添富－优势医

药企业定增计划 2 号

资产管理计划 

-1,999,700 33,842,592 2.50 0 无 

  

未知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

行－汇添富－优势医

药企业定增计划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1,999,700 33,842,592 2.50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

组合 
未知 31,052,525 2.29 0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6,215,359 28,349,197 2.09 0 无 

  
未知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

－中信证券卓越成长

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未知 24,584,823 1.82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

组合 
未知 16,185,341 1.20 0 无 

  
未知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0 14,770,022 1.09 0 无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优势医

药企业定增计划 2 号资产管理计划”与“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汇

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1号资产管理计划”均由汇添富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所管理； 2、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

间、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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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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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

所 

人福医药集

团股份公司

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

债券 

16 人

福债 
136390 

2016 年 4

月 21 日 

2019 年 4

月 22 日 
100,000 3.83 

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16人福债”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4 月 22 日，债券利息于起息日之后的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

次，即 2017 年至 2019 年间每年的 4 月 22 日为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顺延）；债券到期日为 2019 年 4 月 22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发布《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2019 年本

息兑付暨摘牌公告》，并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完成债券本息兑付及摘牌相关工作。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8 年 6 月 6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

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8]781 号），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对公司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16

人福债”进行跟踪评级：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跟踪信用评级为 AA+，评

级展望为稳定。该评级结果与上次无变化，并一直维持至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报告期内公司发行银行间债务融资

工具所获评级情况与上述评级结果一致。 

2019 年 2 月 1 日，因公司发布了《2018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鉴于业绩亏损对公司经营、

财务状况可能产生的影响，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决定将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以及“16 人福债”

的债项信用等级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此次被列入信用观察名单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未造成直

接影响，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持续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资金流动性状况以及偿债资金筹措

进展进行关注，并与公司保持沟通，以及时评估公司主体信用水平及其所发行的“16 人福债”的

债项信用水平。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刊登的公告。 

2019 年 4 月 25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关于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及“16 人福债”终止跟踪评级的通知》，因“16 人福债”已全部兑付并摘牌，联合信用评级

有限公司将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以及“16 人福债”的债项信用等级移出信用评级观察名单，并终止

对“16 人福债”的跟踪评级。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8 年 2017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资产负债率（%） 59.71 53.10 6.6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1 0.27 -103.70 

利息保障倍数 0.02 7.24 -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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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3,382.6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64 %；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5,774.7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13.97%，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66,220.0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76.17%。本报告期公司计提商誉减值

损失及无形资产减值损失共计 310,289.01 万元，剔除该因素影响后，公司 2018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11,839.93 万元，降幅为 21.18%，主要原

因为：（1）全资子公司 Epic Pharma 主要产品熊去氧胆酸胶囊价格大幅下降，报告期实现净利润

（不考虑无形资产减值损失）为-10,127.9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1,219.29 万元；（2）融资环境

的变化导致融资成本上升，本期利息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17,655.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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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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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 2018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执行财会[2018]15 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

原因 

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合并列示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7,250,478,924.54  5,967,933,000.85 

应收票据：433,016,335.66  

应收账款：5,534,916,665.19 

2.工程物资并入在建

工程列示 
在建工程 1,401,006,221.33 1,156,621,640.98 

在建工程：1,030,322,628.35 

工程物资：126,299,012.63 

3.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合并列示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3,360,358,104.65 2,628,670,137.22 

应付票据：619,365,610.51 

应付账款：2,009,304,526.71 

4.应付利息、应付股

利计入其他应付款项
其他应付款 2,059,142,572.58 1,451,018,265.85 

应付利息：111,852,383.41 

应付股利：629,792.66 



目列示 其他应付款：1,338,536,089.78 

5.专项应付款计入长

期应付款列示 
长期应付款 50,050,675.55 18,612,332.13 

长期应付款：15,858,333.35 

专项应付款：2,753,998.78 

6.管理费用列报调整 管理费用 1,256,960,599.39 1,087,855,943.03 管理费用：1,486,331,378.81 

7.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研发费用 484,124,762.02 398,475,435.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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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子公司共计 176 家，具体子公司见年度报告第十一节“九、在

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