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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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拟以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股份回购专户中股份数量

后的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 0.50元（含税），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此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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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列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2018 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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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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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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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产品被

纳入国家基药目录、302 个产品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同时还拥有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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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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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体系建设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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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体系，收集、整理并分析药品临床使用信息及临

床需求信息并反馈给公司质量和研发部门，持续改进产品质量并提升产品管线的研发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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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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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社会老龄化加快以及民众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全球医药市场整

体增长平稳；市场规模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一些主要药品的专利陆续到期，更多的仿制药开始进

入市场，药品的可及性得到有效提升；另一方面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了药品需求。

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药品市场需求将达 12,249 亿美元，2015-2019 年全球药品

市场需求年均复合增长率将维持在 4%-5%之间，亚洲（日本除外）、非洲、澳大利亚的医药市场

增速则大幅超过全球增速。 

2、中国医药行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中国医药市场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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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全面两孩政策

实施，都将继续推动中国医药市场持续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 1-11 月，中国规模以

上医药制造企业营业收入累计达到 21,596.50 亿元，同比增长 8.9%；实现利润总额 2,842.80 亿元，

同比增长 10%。 

2019 年，在带量采购扩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品管理法》修订出台等政策的多重影响

下，中国医药行业的竞争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即将进入优胜劣汰、转型升级的新周期。以“降价

控费、鼓励创新、提升质量、规范行业行为”为目标的改革举措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延续，

这为规范化运作的企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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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归核聚焦”工作和产品线建设，增强产

品开发能力，提升风险管控和生产运营水平，加强各业务板块的协同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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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严格落实“归核聚焦”工作，严格控制负债规模，着力提升经营质量，集中资源发展

既定专业细分领域。 

2、核心医药工业积极培育“大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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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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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拓展欧美成熟市场和非洲、中亚、东南



亚等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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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35,013,253,089.57 35,423,421,121.97 -1.16 35,406,056,077.87 

营业收入 21,806,605,804.72 18,633,826,363.07 17.03 15,445,684,10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42,544,886.94 -2,357,747,308.41 不适用  2,068,719,63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38,179,322.67 -2,662,200,605.45 不适用  559,088,79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151,821,969.48 10,837,257,961.66 -6.32 13,523,886,188.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37,831,553.20 602,993,621.21 237.95 93,345,500.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8 -1.81 不适用  1.5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8 -1.81 不适用  1.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43 -23.99 增加32.42个百分点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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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2,664,599.52 5,259,233,034.37 5,581,737,986.59 5,702,970,18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2,766,593.27 163,743,701.27 409,089,877.68 96,944,71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64,145,207.91 162,532,383.24 180,537,932.41 30,963,799.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8,935,150.58 467,788,807.87 492,908,415.38 1,028,199,17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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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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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758,763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 号远望

基金 

未知 65,000,000 4.80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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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0,595,281 3.00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

组合 
23,419,354 39,604,695 2.93 0 无 

  
未知 

UBS AG 未知 34,346,991 2.54 0 无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

零二组合 
20,974,046 30,253,348 2.23 0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95,994 28,545,191 2.11 0 无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

任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19L－

CT001 沪 

19,718,524 22,847,681 1.69 0 无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

任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9L－FH002

沪 

2,131,021 15,631,394 1.15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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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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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资产负债率（%） 60.02 59.71 0.3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3 -0.01 不适用  

利息保障倍数 4.07 0.02 16,1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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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0,660.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17,277.94 万元，同比增

长 17.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254.49 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817.93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若剔除上年同期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及无形

资产减值损失共计 310,289.01 万元的影响，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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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9,748.98 万元，增幅为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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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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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

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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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3）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

进行追溯调整，对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要求根据修订后的准

则进行调整。 

（4）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修订

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对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要求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

调整。具体情况详见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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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家，具体子公司见年度报告第十一节“八、合

并范围的变更”、“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