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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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刘文涛 工作原因 翁菁雯 

董事 郭巍 工作原因 翁菁雯 

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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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总股本 1,043,237,710 股为基础，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79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91,063,321.09 元。本次派发现金红利占 2018 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05%，剩余未分配利润 3,313,706,677.64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上述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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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润双鹤 600062 双鹤药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彦喜 郑丽红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东二路1号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东

二路1号 

电话 (010)64398099 (010)64398099 

电子信箱 mss@dcpc.com mss@dc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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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华润双鹤是华润集团医药板块化学药平台支柱企业，主要从事药品开发、制造和销售。

公司始终秉承“关心大众，健康民生”的企业使命，着眼未来，搭建了慢病普药业务、专科

业务和输液业务三大业务平台，业务平台间形成良好的相互承接和协同效应。 

1、慢病业务平台  

随着国家对慢病管理工作的日渐规范和重视，慢病类疾病和慢病管理已经逐步成为医

药行业的重点关注领域。公司通过多年来在〇号、糖适平、匹伐他汀钙片(冠爽)等核心产

品经营中的积累，以及下属企业华润赛科的压氏达、穗悦系列产品和双鹤利民的厄贝沙坦

分散片、硝苯地平缓释片(II)、胞磷胆碱钠片等核心产品的补充，聚焦在降压、降糖、降脂

领域，逐步形成了慢病药物产品群，尤其在降压领域形成全品类降压产品线。 

在慢病药物的营销过程中，公司坚持以产品为核心，扩展慢病营销经验。一方面加强

对医生的学术教育，尤其加强对基层医生的教育，帮助基层医生开展慢病患者的管理工作。

另一方面，注重对患者的宣传和教育，丰富患者对于药品本身和疾病管理方面的知识，提

高患者依从性，满足患者的规范用药和慢病管理需求。目前公司已基本建立了在慢病业务

上的竞争优势。 

截至报告期末，慢病业务平台是公司规模最大的业务平台，也是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 

2、专科业务平台 

专科业务作为公司中长期发展的重要引擎，承接“1+1+6”的战略要求，重点发展心脑

血管、儿科、肾病、精神/神经、麻醉镇痛、呼吸六大领域，并选择已经有产品基础的儿科

和肾科作为首批发展的专科业务。在儿科领域中，重点关注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儿童

营养和儿童多动症等；在肾科领域中，以腹膜透析液为主，致力于为透析患者提供药品与

服务。2018 年成功并购湘中制药，实现精神/神经战略领域布局。未来公司将通过自研、

产品合作、并购等多种产品获得形式，逐步拓展专科业务各领域的产品线。 

专科业务主要通过学术代理的经营模式，充分借助专业代理商在准入、医院开发和上

量方面的优势开展合作，而公司的学术推广团队专注于开展临床教育与产品知识培训，并

对代理商进行专业化的服务与精细化的管理，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共同开拓市场。 

截至报告期末，专科业务规模虽然低于慢病与输液业务，但收入同比增长达到 58%，

将是公司未来增长的潜力来源。 

3、输液业务平台  

作为较早进入输液领域的制药企业，公司深入推广“用双鹤输液放心”的理念，拥有多

家输液生产基地，应用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坚持从管理、工艺、质量、装备上追求输液

的高品质产品。目前，公司拥有包括基础输液、治疗性输液和营养性输液等多品类输液产

品，包材形式齐全，其中新一代输液产品内封式聚丙烯输液(BFS)因其不溶性微粒少、无菌

稳定性好、交叉污染几率小等优点在业界反响强烈，BFS 将是公司引领输液产品安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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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产品。 

对于输液业务，公司提出了“一轴两翼”的战略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双鹤在输液领域的

品牌、规模、覆盖等核心能力，打造引领行业标准的安全性质量控制平台；基于安全性与

临床使用便利性不断升级输液技术与包材形式，通过丰富营养性输液、治疗性输液产品，

形成产品梯队，提升输液业务盈利；对医院客户开展延伸服务，协助其提升管理效率，形

成稳定的信息交互网络与合作关系。 

截至报告期末，输液业务调整转型效果显著，收入同比增长 22%，通过优化产品结构

实现了输液产品盈利水平的提升，通过一体化运营提升效率。 

(二)行业情况 

由于受到医保控费、集中采购、限抗限输限辅以及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影响，公司业务

所处的化学制药行业增速放缓。 

2018 年初，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医

疗保障局相继成立后，政府持续加强对医药行业的监管，在研发、生产、采购、销售等方

面多管齐下： 

药品研发：2018 年 5 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

优化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宜的公告(2018 年第 23 号)》，2018 年 6 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当选为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管理委员会成员，在政策推动下，药品审批进

一步加速，国外新药也在加快进入中国。 

药品生产：在长生疫苗事件，缬沙坦原料药事件等重大药品质量安全事故频发的背景

下，监管机构进一步加大药品生产安全检查力度，飞行检查呈常态化，迫使企业规范药品

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质量。口服固体制剂一致性评价工作持续推进，已有部分产品通过评

价并入市销售，对原有市场格局产生剧烈冲击；注射剂的一致性评价也已开始，未来也将

显著影响现有注射剂市场格局。 

药品销售：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通过“4+7”集采试点进入销售环节，在价格大幅降低，

医院保证销量的背景下，仿制药原研替代进程加速，而在营改增、医疗反腐等政策的共同

作用下，传统的药品推广模式也将受到较大冲击。 

医药产业链的各价值环节呈现专业化分工，产业链合作、研发和新药引进及企业间并

购越发活跃，医药行业出现新一波并购重组浪潮，而随着国内可并购资源的减少和药企国

际化视野的打开，药企海外并购渐成趋势。 

随着医药互联网利好政策出台，智慧医疗等新型商业模式涌现，将推动健康产业的持

续创新，社会资本、商业保险等也将推动多利益方进入医疗市场。但是网售处方药政策放

开仍不明朗。 

以医联体为核心的分级诊疗政策加速推进，将对现有药品市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基

层市场和零售市场的重要性已开始逐步展现。 

长期来看，医药行业周期性特征并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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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司业务不断拓展、规模持续扩大，行业地位在不断提升。由中国化学制药工业

协会、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等共同组织推荐的 2018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优秀企业和优秀产品品

牌榜中，华润双鹤位列“2018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工业企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第 2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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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6,170,915.73 9,437,896,362.60 9.20 8,241,549,950.56 

营业收入 8,225,083,313.34 6,421,846,768.78 28.08 5,494,803,86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68,593,387.56 842,612,497.04 14.95 714,210,86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10,629,279.67 816,219,678.74 11.57 657,776,31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839,917,980.90 7,456,791,301.52 5.14 6,686,214,42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69,039,631.21 1,187,087,990.93 23.75 771,247,822.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284 0.8077 14.95 0.68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284 0.8077 14.95 0.68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67 11.91 增加0.76个百分点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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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7,803,242.25 1,949,877,590.62 2,221,827,857.85 1,915,574,62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445,052.68 282,770,907.14 260,740,040.17 124,637,38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92,337,507.35 267,784,806.14 250,018,278.56 100,488,687.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5,908,480.59 476,520,757.17 413,432,176.83 193,178,216.6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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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1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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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4,299,271 625,795,624 59.99 219,995,544 无 -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880,162 25,764,346 2.47 - 无 -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

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562,941 23,083,233 2.21 - 无 -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963,376 17,780,256 1.70 - 无 -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745,770 16,844,201 1.61 - 无 -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价

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19,314 10,039,722 0.96 - 无 -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9,040,108 9,040,108 0.87 - 无 -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

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8,797,461 8,797,461 0.84 - 无 - 未知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金海9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1,501,815 8,614,313 0.83 - 无 -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260,483 8,260,483 0.79 - 无 -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有资料显示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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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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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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北京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更名为北京国管中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更名为北京国管中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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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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0.88亿元，同比增长29%，实现净利润(归属母公司)9.69

亿元，同比增长 15%。 

慢病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7%，其中降压领域增长 21%，降糖领域增长 7%，降脂领域

增长 41 %。降压核心产品〇号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压氏达、穗悦、复穗悦、厄贝沙坦

分散片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均呈现双位数增长；降糖药糖适平同比增长 5%，二梯队产品盐

酸二甲双胍缓释片(卜可)销售收入实现 53%的快速增长；降脂药匹伐他汀钙片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1%，为公司第三大慢病产品；脑血管用药胞磷胆碱钠片销售

收入亦实现双位数增长。 

专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58%，其中儿科用药领域增幅达到 31%，核心产品珂立苏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 11%；肾科用药领域同比增长 40%，核心产品腹膜透析液保持高速增长，销

售收入同比增长 40%；新布局的精神/神经领域贡献收入 1.46 亿元。 

输液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2%；基础输液今年销量实现小幅增长，包材结构调整再突破，

全年软包装销量增长 10%，软包装销量占比较 2017 年末提升 4 个百分点，其中 BFS 收入

同比增长 61%，直软输液收入同比增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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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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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2017 年 5 月 2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及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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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变更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五、

40.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 2018 年 8 月 23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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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参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变化参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华润双鹤药业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冯毅 

2019 年 3 月 13 日 

http://www.ss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