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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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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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本公司按照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4,283,847.11 元，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75,475,489.35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4,403,135,757.42 元，减去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已向全体

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 342,867,565.50 元，2018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5,119,076,549.68元。

公司拟以 2018年末总股本 1,371,470,2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6元(含

税)。本预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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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堂 60008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贾泽涛 李泉琳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42号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42号 

电话 67179780 67179780 



电子信箱 jiazetao@tongrentang.com liquanlin@tongrenta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18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经济保持了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医药行业多项行业政策发布实施。

集中了基金支付、药品采购、价格管理等多项重要功能的国家医疗保障局年内正式挂牌，通过三

位一体完整的监管体系全面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 

公司以生产、销售传统中成药为主业，所生产的药品凭借“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

疗效显著”而闻名于世。作为驰名中外的中药老字号，公司始终以传承和发展祖国传统医药文化

为己任，立足主业、务实发展，充分发挥品牌、品种优势，为中医药的振兴发展贡献力量。报告

期内，公司着力推动工业、商业两个板块的协调运转，一方面以落实工业基地产能为抓手，助力

营销团队合理规划、运作品种群，凭借差异化的营销策略确保主力品种群持续发挥支撑作用，发

展品种和潜力品种表现良好，线上业务拓展稳步推进；由下属同仁堂商业公司集中运营的商业零

售板块，持续加强对旗下药店运营质量的管理，以提升服务质量为核心，扎实建设零售终端网络。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董事会的计划部署，准确把握市场方向，聚焦主业、稳扎稳打，实现十三五

规划平稳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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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7,582,504.05 18,708,132,920.39 9.46 17,060,010,744.79 

营业收入 14,208,636,446.88 13,375,966,344.01 6.23 12,090,740,12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4,283,847.11 1,017,381,549.82 11.49 933,165,39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1,381,541.10 999,138,800.61 0.22 910,359,04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60,951,252.86 8,416,085,767.07 10.04 7,793,476,928.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8,378,994.71 1,472,958,965.42 30.92 1,057,711,962.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7 0.742 11.46 0.6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3 12.55 增加0.28个

百分点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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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月份） （4-6月份） （7-9月份）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664,398,831.23 3,602,627,032.67 3,209,968,100.88 3,731,642,48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863,784.72 322,509,168.72 210,388,878.90 284,522,01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14,622,374.08 321,118,517.60 202,008,624.70 163,632,024.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6,373,529.77 529,181,567.54 527,668,871.13 415,155,0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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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69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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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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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0 719,308,540 52.45 0 无 0 国有

法人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

守型投资组合 

84,240,445 125,989,589 9.19 0 未知   其他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积

极型投资组合 

  79,589,694 5.80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204,506 41,033,822 2.99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797,616 36,008,196 2.63 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12,309,400 0.90 0 未知   未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409,061 0.76 0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069,198 0.66 0 未知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7,961,245 0.58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0,840 0.51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报告期末持有股份 719,308,540股，无质押或

冻结情况，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守型投资组合”及“安

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型投资组合”由安邦人寿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与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组合由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除上述股东外，其他股东未知是

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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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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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同仁堂

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6同仁堂 136594 2016 年 7

月 31日 

2021 年 7

月 31日 

8 2.95% 本期债券采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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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

交易所 



起支付。 

有关内容请参见《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18 年）》。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有关内容请参见同仁堂科技于 2018年 7月 23 日发布的《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年

付息公告》。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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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报告期内立足主业，明确定位，坚持稳健的经营策略，持续优化工商联动，平稳落实

年度经营计划。 

营销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营销团队继续在“以品种运作为核心，以终端工作为方向”的思想指导下，坚持

“管理做优、产品做大、渠道做实、市场做透”。现有四类品种群在经过近 2年的时间运作与维护

下，各类品种定位更加清晰，分类定策更为明确。主力品种中的一线大品种——同仁牛黄清心丸、

同仁大活络丸通过建立联合营销模式，报告期内有效理顺经营秩序、渠道价格保持稳定、产品流

向总体可控，对市场把控能力有所提升，延伸渠道带动销售上量，实现多方共赢。二线品种作为

强化培育的重点，以扩充品种群规模为目标，结合区域特点实行区域营销，实现稳价格、保秩序、

增销售，二线品种中五子衍宗丸与养阴清肺系列表现出色，呈现快速成长势头。王牌产品安宫牛

黄丸，经过近年来的专销模式运作，保持了较好的成长性，继续实现两位数增长。2018年，同仁

堂继续参与中国防治中风宣传月活动，并通过在全国范围开展“关爱健康、预防中风”主题宣传、

试点设立宣教中心、借助新媒体平台等多样化的方式提供安宫牛黄丸用药咨询、义诊讲座，普及

中风防治知识，帮助适应症病患群体及家属提升脑卒中防治意识，并有效提升产品知名度。 

以坤宝丸、调经促孕丸为代表的发展品种，在报告期内明确区域化发展要求，提升市场覆盖

能力，充分调动经销商积极性。潜力品种群运作继续以直达终端为目标，通过对经销商的考察、



分析，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考核要求，在确保价格稳定、有效提升获利能力的基础上，甄选发展前

景较好的品种专项用于终端销售。药酒品种通过在 2018年内梳理经销商渠道，明确“责、权、利”，

严格区域化管理，维护价格、减少库存，基本达成药酒系列恢复性增长的目标，食品酒销售取得

新进展，同比大幅度增长。 

公司持续探索多维度营销模式，通过总结前期试点经验，逐步扩充线上销售品种数量，五子

衍宗丸、锁阳固精丸、如意金黄散、人参鹿茸丸等品种借助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直达终端消费

群体，通过在线上维护价格、搭建宣传页面、择机促销推广，总体较好的完成年度预定目标，线

上销售额较同期接近翻番。近年来，营销团队一直聚焦终端工作质量的提升，完善制度、强化执

行，加强对终端平台的建设维护；对已有及新设终端药品专柜均重质量、讲规范，与公司标准不

符、运行效果不达预期的及时予以撤销。报告期末，经验收合格的公司药品专柜为 143个。 

商业零售情况 

公司下属同仁堂商业在报告期内紧跟国家政策，通过建立可量化、可操作、可评价的目标工

作体系，切实提高基础管理水平和运营规范化水平，确保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并重，实现预期指

标。坚持“名店、名药、名医”发展模式，在以医促药、以药助医、医药结合上下功夫，突出同

仁堂品牌特色、中医诊疗特色和产品质量特色；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自有品种为核心，围绕义

诊、用药指导、中医药文化普及，结合季节特点，抓住节假日时机，策划灵活多样的主题营销活

动，提升消费体验。截至报告期末，同仁堂商业公司实现收入增长 11.74%，净利润增长 7.90%，

自有零售药店达到 808 家。 

科研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科研部门在新品研发、标准化建设、共性技术、生产工艺提升等方面持续投入科

研力量。推进贞芪益肾颗粒Ⅳ期临床研究工作，明确产品广泛使用条件下安全性和临床有效性，

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循证医学数据支持；结合品种特点，对同仁乌鸡白凤丸、参茸丸逐层

深入开展药效、机理、临床研究，为拓展产品临床适用范围、且下一步确证药物综合治疗作用等

汇总详实技术资料，助力学术营销。此外，结合中药传承特点完成安宫牛黄丸从药材-中间体-成

品的系列内控标准、药材炮制标准操作规范、质量等级标准，制剂生产过程标准操作规范等在内

的诸多标准建设，赋予产品更为科学的质量内涵。2018 年内，公司用于研发投入的金额为 2.34

亿元。 

工业与环保情况： 

公司持续在提升机械化水平、提高劳产率方面下功夫。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实现蜜丸自动扣



壳机及新自动蘸蜡机 6g、9g丸药不同规格生产模具的互换，有力提升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公司

自主设计研发的大蜜丸逐丸检重系统通过升级检重模式等方法不断调整改进以提升设备性能稳定

性，截至报告期末已完成安装调试并逐步投入使用。此外，针对部分生产设备清洗难度大、周期

长，通过引入 CIP 在线清洗系统替代人工，实现操作更安全、清洁更彻底、成本更节约，进一步

落实提质增效、降本降耗的管理要求。 

公司位于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生产基地已经实现部分达产，截至报告期末已实现 190 余

个品规的转移工作，该基地由公司在 2012 年通过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建设，本期完成转固

2.67亿元，累计转固 6.99 亿元。 

继 2015 年《环保法》修订实施后，《环境保护税法》也于报告期内正式施行，国家在环保治

理方面力度持续加大。面对环保要求日益趋严，公司牢固树立红线意识，严格履行环保责任和义

务，一方面及时更新污水处理站配套设施、排风系统加装 VOCs（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处理装置，

做好环保设备升级改造提升效率，另一方面积极响应政府关于重污染天气做出的停、限产要求，

工业基地及时启动《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合理安排工业基地生产任务减少不利影响。 

质量管理情况： 

2018年，面对多项药品监管政令趋紧的新形势，公司高度关注政策落实进度，各生产基地结

合自身实际运营情况深化质量目标责任制，通过安装新系统加强现场监控、开展质量教育月活动

强化责任意识、建立药物警戒体系以完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制度等形式，有目的的提升公司质量

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接受并通过北京市药监局及东城分局多次巡查、日常监督检查及专项

检查；此外，国家药监总局和北京市药监局东城分局还对公司多个品种批次及包材进行抽检，保

持全部合格的良好记录。 

品牌及子公司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品牌管理部门按照同仁堂集团对商标使用管理要求，继续规范商标使用、严

控商标授权，协助营销团队对新设药品专柜进行核查与验收，并加大对专柜的巡查力度；坚持运

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各类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共处理假冒产品案件 6 起，有效维护公司合法

权益。投资管理部门按照公司的发展规划，推动子公司围绕主业、以实现有质量的发展为目标，

规范广告宣传、完善法人治理、保持良性运转、落实分红回报。对于同仁堂蜂业在报告期内出现

的问题，公司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已按照同仁堂集团的统一部署，将新的一年定位为“质量提

升年”，开展全系统的质量大排查和专项整治工作，切实提升管理，加强管控。公司深刻吸取本次

事件带来的教训，将加倍严格对待品牌管理和质量管理。 



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是继续深化改革实现创新的发展之年。公司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突出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在

报告期内完成了党建内容进章程的重要工作，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在公司重大决策方面的前置作用，

为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公司经营层按照董事会的战略部署，坚持以专注主业、稳中求进为目标，公司全员团结一致，

坚定信心、攻坚克难，较好的完成了年度指标计划；同时汲取报告期内负面事件带来的深刻教训，

全面开展治理整顿工作。新的一年，公司将继续以行业政策为指引，推动内部精细化管理，着力

维护品牌形象，夯实党建基石、质量基石和诚信基石，为实现公司做精、做优、做强、做长不懈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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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和金额)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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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

目； 

C、股东权益变动表 

经第八届

第四次董

事会与第

八届第三

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集

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

影响。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

益”。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

本集团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中填列，本集团实际收到

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

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经第八届

第四次董

事会与第

八届第三

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 

调增 2017年度收到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现金流量

24,043,802.80元，调减 2017

年度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 的 现 金 现 金 流 量

24,043,802.80元，对可比期

间的比较数据无重大影响。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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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主体包括：北京同仁堂利泽西街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北京同仁

堂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药店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通化药店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莆田）

药店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兴业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同仁堂（辽宁）科技药业有限公司。本

期不再纳入合并报告范围的主体包括：北京同仁堂颐和园路药店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白城药店

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安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振坤 

日   期： 2019年 3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