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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18-045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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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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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880,286.54 1,046,660,110.8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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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727,238.89 21,268,486.51 2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807,776.61 12,504,566.37 114.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331,345.10 13,182,278.54 145.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8 0.0357 25.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8 0.0357 25.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 1.84%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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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519,771.45 2,075,937,622.96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94,857,090.16 1,176,305,395.07 1.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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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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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巍建 境内自然人 1.30% 7,77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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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春雷 境内自然人 0.85% 5,05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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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教育

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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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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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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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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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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5,007 股，实际合计 7,775,107 股。4.股东

高春雷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441,330 股，通过大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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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100 股，实际合计 5,05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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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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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医药行业政策、法规制度的陆续出台和持续推进，国内医药行业正驶入规范发展的快车道，给国内医药企

业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和挑战。从行业基本面上来看，医药行业的发展方向已经比较明确。上游原料药行业受环保政策压力影

响继续清除落后产能，中游制剂研发在政策上实行优化审评、鼓励创新，制剂生产领域持续推进一致性评价工作，实现优胜

劣汰和进口替代；下游医药流通两票制持续推进，将促进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医院严控药占比、分级诊疗等也将推动医改的

持续深化。 

面对当前医药行业的新形势，公司精心谋划，积极应对，确立了“外延重收购兼并、内生重医药工业”的发展战略及“在

三年内，公司利润、市值规模实现翻番”的战略目标。为保证战略目标的达成，我们将在以下两方面持续发力： 

一方面，公司将通过加大原有产品一致性评价的投入，努力优化产品结构，提高核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并通过借助大

股东旗下方正医药研究院强大的研发实力实现高端新产品引入和项目技术合作，从而丰富公司产品储备，增强盈利能力，改

善盈利结构，力争用三年时间实现公司业绩在 2018 年基础上再翻一倍。 

另一方面，公司将充分发挥北大医疗旗下唯一上市平台的影响力和资源整合力，聚集资源与资本，力争在三年时间内并

购一到两家体量超过现有上市公司盈利规模的医药或医疗优质资产。以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值及行业地位，使公司尽快迈入中

国医药医疗服务第一阵营。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在“抓项目、调结构、结硬寨、打呆仗”新的经营理念指导下，不再盲目追求营业收入增长的表面

繁荣，紧紧咬住利润增长这一关键指标，进一步夯实营销结构，集中精力重点发展医药工业，优化医药商业，使得公司主营

业务和盈利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5,988.03 万元，其中，公司医药工业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3.6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7.81%，运营成本却下降了 7.11%。正是因为这样的调整，使得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实现 2,672.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67%。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10,951.9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为 119,485.71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233.1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5.26%，

经营质量进一步改善，实现了 2018 年上半年度的调结构，重医药工业战略。 

医药工业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狠抓医药工业改革，积极开展产品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深入挖掘新老产

品潜力，促成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同时大力加强新产品市场拓展，老产品维稳上量工作。期内医药工业保持快速增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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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产品取得新的突破，销量稳步上升，产品盈利结构得到持续改善。报告期内，医药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97.81%；

净利润（剔除财政扶持资金补助影响）同比增长 182%。公司在不断夯实基础，做好内生业绩增长的同时，密切关注外部优

质产品的并购机会，2018 年上半年，公司确定了多个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合作项目，涉及风湿骨科领域及心脑血管领域，

项目的落地将会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线，为未来业绩的提升奠定良好的产品结构。 

医药流通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稳定并推进北大医药武汉公司的配送业务以及北京北医医药的供应链管理业务，同时持

续拓展北京和湖北两地业务；随着医改政策持续不断地推进，为应对市场的不断变化，在扩大集中配送、医药药房托管优质

资源的同时，公司加强了对流通业务的梳理、整合，集中主要精力服务优质资源，业务毛利率同比上升。报告期内，医药流

通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94 亿，同比下降 19.5%，但医药流通业务整体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提升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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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的规定，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

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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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