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566                                                  公司简称：普莱柯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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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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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股本为基数进行分配，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人民

币 3 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9,71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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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莱柯 60356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锐 靳明明 

办公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政和路15号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政和路15号 

电话 0379-63282386 0379-63282386 

电子信箱 ir@pulike.com.cn ir@pulike.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动物用生物制品与化学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相关技术转让或许可业

务。产品涵盖猪用和禽用系列基因工程疫苗、全病毒疫苗、抗体、兽用制剂、中兽药等；上述产

品主要用于家畜、家禽等动物疫病的预防与治疗。 

（二）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坚定奉行“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公司拥有的国家级技术创

新平台，瞄准行业重大动物疫病疫苗产品的开发、影响产业未来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进行持续不

断创新。围绕着战略性大单品、基因工程技术产品、多联多价产品进行持续不断的开发，确立了



以自主研发为主、合作研发为辅的创新路径。在具体的研发过程中，通过建立系列研发技术平台

和优化研发操作标准流程，有效配置研发资源，进而提高研发的整体效率。 

2、生产模式 

公司本着“金牌品质、造福人类”的理念，具体模式采取“以销定产”，公司建立“产销联动

机制”，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保证生产管理信息流及时、准确。生产部门根据年度销售任务目标，

结合企业实际生产能力，制定相应生产计划，并下达生产车间组织生产，努力实现生产节奏与市

场销售保持高度匹配。 

3、采购模式 

公司建立了规范的采购流程及有针对性的内检流程，保证采购流程被严格执行。根据物料的

采购金额及对产品质量影响程度进行分类管理，并差异化的制订年度、季度采购计划及采购周期，

有效的保证物料供应。针对物料性质对供应商进行分类管理：对产品质量影响严重的物料进行封

闭管理；对其他物料的供应商进行半封闭管理。同时，公司成立了由总经理牵头，质量管理部、

制造事业部、采购供应部等部门人员组成的采购供应管理小组,负责对物料供应商进行筛选、现场

考评、认证、监督管理，以此作为分配采购量与选择主、辅供应商的依据。 

4、销售模式 

依据《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结合公司生产经营不同产品的特点、客户

需求以及市场竞争格局，公司采用经销商销售、养殖集团直销和政府招投标三类销售模式，将公

司的营销团队、技术服务团队和经销商、养殖终端用户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了科学、高效的市场

营销及技术服务体系。 

（三）行业发展阶段 

目前，我国动保产业仍存在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能利用率普遍较低的情况。报告期，非

洲猪瘟疫情对下游养猪企业带来了持续影响，也对动保行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中小规模的动保

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尤其是以猪用药品为主、创新能力不强的企业将面临生存考验，而

创新能力强、产品品质优良和服务满意度高的优质动保企业将会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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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079,629.30 1,805,111,236.09 5.43 1,736,825,580.03 

营业收入 608,059,265.46 529,895,207.70 14.75 583,102,01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5,614,826.19 114,185,865.33 18.77 188,002,14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7,284,030.87 67,734,905.75 28.86 141,114,34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35,570,001.83 1,568,839,814.83 4.25 1,480,919,703.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6,271,903.35 140,861,979.00 -10.36 253,026,482.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2 0.36 16.67 0.5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2 0.36 16.67 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49 7.56 增加0.93个百分点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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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20,632.50  141,469,550.73  145,670,260.90  177,098,82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8,551,260.14  37,883,477.65  42,654,958.33  16,525,13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9,510,544.60  26,391,675.65  29,480,961.92  1,900,848.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636,127.88  57,081,401.17  17,252,565.55  64,574,06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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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02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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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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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份数量 

张许科 0 107,619,672 33.24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孙进忠 0 50,982,948 15.75 0 质押 5,898,900 境内自

然人 

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7,716,315 15,999,915 4.94 0 未知   未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30,000 6,495,693 2.01 0 未知   未知 

李根龙 -4,728,000 6,203,156 1.9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胡伟 0 5,582,220 1.7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王栓伟 0 5,233,672 1.6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崔茂亭 0 4,738,561 1.46 0 无   境内自

然人 

温静夫 0 4,280,000 1.3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宋永军 0 3,966,028 1.23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

能和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的情形，其他自然人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的情形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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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下游养猪行业受非洲猪瘟疫情、环保压力等方面的影响，导致养猪行情持续低迷。

面临严峻的经营形势，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全体同仁不畏艰险、攻

坚克难，坚持正派稳健经营方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业者的心态积极进取，通过加快新产

品开发进度、营销市场化转型、利用资本运作手段、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强化管理运营等策略或

措施，成功应对和化解了各种挑战，实现了公司业绩良好增长。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805.93万元，同比增长 14.75%，实现净利润 13,561.48 万元，同比增长 18.77%，具体经营情

况如下： 

1.1 科技创新 

依托公司科技创新平台，按照公司的战略布局，聚焦各方优势资源，分类推动公司研发项目

进展。针对口蹄疫疫苗、猪塞尼卡谷疫苗等战略性产品，通过公司高层持续不断的推进，依靠公

司的技术优势与相关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产品顺利开发打下了基础。报告期，口蹄疫疫

苗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取得了重大突破，正在积极准备申报临床试验；猪塞尼卡谷疫苗完成临床试

验，进入新兽药注册阶段；针对猪圆支二联疫苗、伪狂犬基因工程疫苗、新（Ⅶ）流二联疫苗等

重点产品，汇集公司内部资源，强化研发项目节点管理，加快研发项目进度。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报告期内研发支出 7,346.09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2.08%。

报告期内，公司共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6 项，研发项目进入新兽药注册阶段 5 项，获得临床试验

批件 7项；申请发明专利 26 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26 项，其中 3项为国际发明专利。依托公司

技术优势，2018年公司确认知识产权贸易收入 3,011.00万元，签订合同金额为 2,638.00万元。 

1.2 市场开拓 

报告期，公司结合不同产品的竞争优势，针对行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围绕大单品营销，适



时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在猪用疫苗方向，针对下游养猪行业低迷态势，迅速发起了“圆环雷霆

行动”，大幅降低圆环全病毒灭活疫苗市场终端价格，扩大了公司产品的终端占有率，为公司下一

步新品上市扩充了渠道资源；在禽用疫苗板块，持续推广“434”系列免疫方案，持续创造用户价

值，进一步巩固公司市场化禽苗产品的领先地位。在销售管理方面，进一步完善了经销商网络布

局，加大直销客户开发力度。报告期，公司经销业务收入 32,374.5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4.80%；

直销业务收入 22,990.9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9.26%。 

1.3 资本运作 

围绕着公司产品结构，依托公司多年来在产品开发所具备的创新优势。报告期，公司在国内

投资 1.6275亿元，联合中牧股份、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中普生物，主要从事口蹄疫

疫苗业务，标志着公司间接进入国内动物疫苗单一品类最大的口蹄疫疫苗市场，极大的提升了公

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发展空间。 

为切实落实国际化发展战略，公司积极探索相关合作模式，报告期内，公司成为中信农业基

金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份额 1 亿元。借助该基金在国际农业领域的专业优势，公司提高了在

国际宠物、牛羊疫苗及药品、前沿生物科技等方面的并购整合能力。 

公司投资的第三方兽医检测服务机构中科基因在报告期取得良好进展，中科基因实验室共享

体系和数字化兽医体系基本形成，目前已累计建成 14家省级检测中心。 

1.4 综合管理 

报告期内，为了更好的落实和执行公司发展战略，统筹生产与安全管理，进一步支撑公司营

销市场化转型发展，公司优化了组织架构。团队建设方面，公司为了储备优秀人才，更好的支撑

公司未来快速发展，进一步完善人才成长通道，建立公司职级体系，并实施了薪资调整。在生产

管理方面，持续提升产品质量，有效控制生产成本。在基础管理方面，优化了议事制度、审批制

度等制度，强化了预算管理的执行与控制。有序推进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进一步提高公司管理

的效率和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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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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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公司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变更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

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

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

“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

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

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

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 146,623,662.04

元，上期金额 111,958,791.30 元；“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本期金额 42,783,469.91 元，上期金

额 28,696,437.94 元；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

金额 429,600.00 元，上期金额 448,800.00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

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

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

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73,460,949.44 元，

上期金额 61,209,314.35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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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合并架构 简称 

洛阳惠中兽药有限公司 一级全资子公司 惠中兽药 

河南新正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一级全资子公司 新正好 

洛阳惠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一级全资子公司 惠中生物 

洛阳中科科技园有限公司 一级全资子公司 中科科技园 

北京集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级全资子公司 集橙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