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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19-024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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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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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医药 股票代码 00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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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宇飞 郑鑫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56号两江天地 1单

元 10 楼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56号两江天地 1单

元 10 楼 

电话 023-67525366 023-67525366 

电子信箱 zqb@pku-hc.com zqb@pku-h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38,563,606.12 1,059,880,286.54 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562,028.81 26,727,238.89 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28,241,406.32 26,807,776.61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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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84,197.23 32,331,345.10 -83.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9 0.0448 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9 0.0448 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2.25% 0.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17,653,705.25 2,142,637,517.46 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30,478,386.13 1,213,973,541.78 1.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87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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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58% 170,356,260 0   

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80% 70,328,949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 11,576,513 0   

重庆长江制药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2% 7,298,85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5% 6,244,400 0   

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3% 4,929,900 0   

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4% 3,225,346 0 冻结 3,225,346 

刘巍建 境内自然人 0.44% 2,630,100 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

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2,600,000 0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2% 2,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合成集团为北大医疗全资子公司。2、2013 年 6 月 13 日，北大医疗与北京政泉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泉控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由政泉控股受让北大医疗持有本

公司的 4,000 万股股份，同时北大资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源控股"）与政
泉控股签订股份代持协议，约定由政泉控股为资源控股代持上述 4,000 万股股份。资源

控股与北大医疗、合成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1、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4,356,260 股，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持有公司股份 86,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0,356,206 股。2、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7,328,949 股，通过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33,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0,328,949 股。3、股东刘巍建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0 股，通过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2,630,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2,630,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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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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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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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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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9年上半年，在严厉的市场监管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医药行业增速有所放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6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增速为8.50%，而2018年1-6月增速为13.30%，医药制造业增速回落明显，下行

压力增大，医药行业迈入调整转型深入期。随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医保控费”、“4+7带量采购”、DRGs和国家重

点监控药品目录等政策陆续实施，传统医药行业市场格局受到巨大冲击；但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等政策出台，也将进一步鼓励

药物研发创新，有利于创新药企做大做强，以推动我国加快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迈进。 

在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之际，北大医药紧紧围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仿创型医药科技企业”的发展战略定位，聚焦发展

医药工业，优化医药商业，不断加大引进新产品与自主一致性评价研发的力度，深入挖掘营收增长点。2019年上半年，公司
经营逆势而上，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效果。经营业绩继续稳步提升，产品盈利结构得到持续改善。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856.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42%；其中主营业务的医药工业实现营业收入达

42,067.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54%，公司医药工业实现逆势增长，聚焦发展医药工业的战略得到进一步彰显。报告期

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856.2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86%，主要系2019年上半年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97.13%等原因所致。从上半年度经营情况来看，在行业增速下滑显著的情况下，公司保持了营业收入的稳定增长，巩固了利

润规模，为未来持续投入研发奠定了扎实基础。 

报告期内，研发资本化支出同比增长144.8%、费用化支出同比增长59.44%，因一致性评价、研发项目投入所致；经营性

现金流下降2,685万元，系药品流通业业务拓展保证金增加4,105万元所致，未来公司现金流会逐步回升，扣除该因素公司经
营现金流仍处于正常水平。 

（一）稳中求进,践行公司发展战略 

回顾公司战略，公司董事会确立了力争成为一家“具有国际化能力的仿创型医药科技企业”的战略定位，制订了“未来

两年内推动实现100亿市值，未来五年内推动实现300亿市值”的战略目标，未来公司将重点发展医药工业，优化医药商业。

上半年，公司积极践行发展战略，稳中求进，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了新产品引进和研发合作的进度，通过与体系内的方正医药研究院合作，重启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抗抑郁新药FZ016的项目；盐酸莫西沙星项目进入原料药待现场检查、输液已提交发补阶段；琥珀酸曲格列汀项目研发进
展顺利。与体系外研发机构合作的塞来昔布和盐酸曲美他嗪项目正有序推进，其中塞来昔布胶囊已完成BE备案，待正式开展

BE试验，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已提交发补资料，处于审评排队中。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公司战略投资部继续全力挖掘、引
进和收购有市场潜力的新品种，先后调研了维格列汀、氨溴索、喹硫平，帕罗西汀及奥硝唑等多个项目，涉及糖尿病、呼吸

系统、精神神经、抗感染等领域。公司新签约的乳酸钙口服液项目已处于技术转让资料准备阶段。公司力争早日实现新产品
的尽快落地。 

公司密切关注医药医疗领域的并购标的，正在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及市场状况，力争实现相关目标机会。同时，公司将继
续加大与北大医学部的合作力度，积极探索与北大医疗体系内产业园、创新谷的合作模式，争取在创新创投领域取得突破，

早日推动公司迈入中国医疗医药第一阵营。报告期内，公司与国内外高端创投团队有所接触，涉及国际一流的医药医疗领域，

如有实质进展，公司将及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二）自主研发，一致性评价成果涌现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启动的注射用头孢曲松钠、格列美脲等九个品种的一致性评价研发工作进展顺利，其中注射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用头孢曲松钠已提交注册申报，实现一致性评价项目申报零突破。复方磺胺甲噁唑片、盐酸雷尼替丁胶囊、氯雷他定片等品

种相继完成预BE，进入BE阶段试验。公司将在人、财、物各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坚持研发质量与研发进度并重，确保一致性

评价项目如期完成。 

（三）提质增效，各项工作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利润为导向的经营理念，进一步发挥公司主打及核心品种的首仿、独家及营销网络优势，挖掘产品
潜在盈利能力，实现了销售收入的历史新突破。报告期内，注射用头孢曲松钠销售规模同比增长55.81%,公司前六大品种的

累计销售规模同比增长22.16%，上半年度重点开展的OTC品种营销工作也取得新的突破，达到了预期目标。报告期内，公司

加强了对医药流通业务的梳理、整合，集中精力服务优质客户，加大业务结构的取舍力度，取得了该业务净利润同比增长

11.12%的好成绩，公司医药流通业务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及成本精细化能力打造通过了国家工信部审核评定，标志着北大医药在推动信息化和

工业化深度融合，改造传统工业，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等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报告期内，公司水针、普通粉针、大输液、口服固体制剂生产线均再次顺利通过GMP认证，有力地保障了公司的生产经
营；同时，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积极增建粉针生产线，扩大产能。在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推出网络“小北”形象，积极利

用自媒体等途径，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及扩大品牌影响力。 

随着行业环境不断变化，公司将持续推进管理变革：一是继续坚持以利润为导向，坚持效率与效益优先，用机制激活效

率与效益，全方位深化和实施营销、研发及生产质量体系的考核激励，充分调动全员积极性，以显著提高生产效率，保证销

售利润的增长。二是深化营销变革，增强公司学术营销能力，通过积极构建完善肿瘤、消化、心内、儿科领域的专家网络，

提升公司产品知名度；三是积极优化产品结构，推进重点产品战略合作，挖掘品种准入潜力，顺应政策趋势提前布局，确保

后续准入的可操作性。 

（四）规范内控,维护股东权益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规范运作、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及投资者关系建设与管理工作，努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一是持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夯实公司治理基础，努力将公司打造为规范、自律的上市公司，保证公司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为投资者创造更大的价值。二是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体系建设，强化公司内部审计和风险控制，推动公司经营

质量提高。三是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优化投资者关系管理，加强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管理，持续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公司以全方位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为重心，保证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及全面性；同时优化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积极

接待投资者调研，及时回复“互动易”等方式，传递公司愿景，从而坚定投资者信心，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发展战略为指引，在内生和外延方面持续发力，持续坚持“重医药工业，优化医药商业”，稳扎稳

打，以期以良好的业绩回报全体股东，实现股东权益的最大化。当前，公司业绩仍处于稳步较快增长期，我们有信心、有能

力在预定的时间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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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公司根

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 对2018年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85,936,819.79  76,369,814.11  

应收票据  34,159,247.28  7,278,004.21 

应收账款  951,777,572.51  69,091,809.9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13,916,853.47  94,750,126.82  

应付票据  104,079,685.96  37,153,582.92 

应付账款  409,837,167.51  57,596,543.90 

对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合并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52,662,113.20 50,249,602.95 

研发费用  2,412,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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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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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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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