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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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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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9

年 3月 31日总股本 814,909,00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2.30元（含税），

预计派发现金股利 1,002,338,081.07 元（含税）。该预案尚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鉴

于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公司的可转债处于转股期，公司总股本在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存在因可

转债转股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公司将按照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权益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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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川药业 600566 洪城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伟 李瑛 

办公地址 江苏省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上海市浦东新区半夏路188号 

电话 0523-89719161 0523-89719161 

电子信箱 caowei@jumpcan.com liying@jumpca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药品产品线主要围绕儿科、呼吸、消化等领域，主要产品为蒲地蓝消炎口服液、雷贝拉

唑钠肠溶胶囊、小儿豉翘清热颗粒等。其中，蒲地蓝消炎口服液为独家剂型，临床上主要用于腮

腺炎、咽炎、扁桃体炎、疖肿等；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是新一代质子泵抑制剂，主治十二指肠溃

疡、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小儿豉翘清热颗粒为独家品种，主治小儿风热感冒。 

除药品业务外，公司子公司蒲地蓝日化及蒲地蓝药妆主要从事蒲地蓝牙膏、药妆等日化产品

业务，康煦源主要从事保健品业务。 

（二）公司经营模式 

1、医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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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采购、生产、销售模式如下： 

（1）采购模式 

公司物供部每月根据生产部提供的物料需求计划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并据此制定采购资

金安排计划，由财务部门汇总后报批执行。对于中药材根据品种、产地、季节情况采用按月、双

月或季度的周期性采购方式，而一般原材料严格按采购计划及时定量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制订生产计划，基本流程为：每月召开产、供、销协调会，先由销

售部门根据销售走势预测编制下月的销售计划，再由生产、采购部门结合产品库存情况确定下月

的生产计划。各生产车间依据月度生产计划制定生产作业计划，并据此安排生产。 

公司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生产部负责具体产品的生产过程管理，质管

部则对各项关键质量控制点进行监督，保证产品质量。 

（3）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以专业化学术推广为主、渠道分销为辅的销售模式。 

在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下，公司主要通过学术推广部门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营销办事机构组

织学术推广会议或学术研讨会，介绍产品的特点以及基础理论和最新临床疗效研究成果，通过宣

传使专业人员和客户对产品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公司参与各省药品招标，中标后由医疗机构直

接或通过医药商业企业向公司采购产品。公司派出的营销人员以其具有的专业产品知识和推广经

验，在各地区开展营销活动，同时反馈药品在临床使用过程中的不良反应等信息。在 OTC 零售终

端，成立 OTC 管理团队，针对性地开展终端动销，实施 OTC品种的陈列、宣传和推广活动。在专

业化学术推广模式下，为加强对终端市场资源的信息沟通和控制力度，相关营销人员均由公司聘

用，各项推广活动均在公司的统一指导和规划下进行。 

除主要采用专业化的学术推广模式外，公司还部分采用了渠道分销的销售模式。在该模式下，

医药商业公司向公司进行采购，再将产品销售至医疗机构或药店。 

2、医药商业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济源医药、药品销售公司为平台，从事药品的配送、批发和零售，销售本

公司及其他企业的医药产品。报告期内医药商业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3.11%。 

（三）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2018年以来，随着各类以降价为主要导向的药品零加成、抗癌药谈判纳入医保、集中采购等

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药品价格降价压力较大，同时在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全面推进、原

材料价格上涨及环保压力加大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医药企业研发成本及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行

业利润增速呈下降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8年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3,986.3亿

元，同比增长 12.6%；实现利润总额 3,094.2 亿元，同比增长 9.5%，医药行业收入增速较 2017

年同期略为提高 0.1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增速较 2017 年同期下降 8.3个百分点。 

医药行业需求刚性特征突出，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四）公司市场地位及业绩驱动因素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 2017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榜单，公司排名第 34位，较 2016年前进

四位。 

公司主要产品蒲地蓝消炎口服液、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以及小儿豉翘清热颗粒在细分领域市

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临床用药监测报告，蒲

地蓝消炎口服液在 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清热解毒中成药市场占有率为 10.58%，排名上升至第二；

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在 2017 年全国公立医院雷贝拉唑市场占有率为 21.77%，排名第一；小儿豉

翘清热颗粒在全国公立医院 2017年儿科感冒用中成药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45.84%，位列首位。 

报告期内，公司的蒲地蓝消炎口服液、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小儿豉翘清热颗粒等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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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收入持续增长，蛋白琥珀酸铁口服溶液以及东科制药的产品亦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公司

费用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业绩保持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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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7,322,407.83 6,662,544,812.64 17.03 4,987,611,648.59 

营业收入 7,208,205,788.59 5,642,009,138.99 27.76 4,677,891,56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87,863,260.53 1,223,463,511.35 37.96 934,182,94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93,005,788.43 1,154,494,398.88 37.98 901,943,36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457,821,252.49 4,401,810,672.43 23.99 3,657,337,648.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09,147,319.00 1,188,750,419.68 43.78 913,095,389.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08 1.51 37.75 1.1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07 1.51 37.09 1.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4.74 31.78 

增加2.96

个百分点 
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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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7,605,139.83 1,676,119,537.57 1,740,263,607.25 1,664,217,50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66,833,704.94 375,683,274.03 466,251,033.78 379,095,24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445,354,620.25 379,410,458.46 396,269,900.81 371,970,808.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49,672,444.26 472,235,737.23 535,038,020.56 152,201,116.9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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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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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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0 416,757,360 51.15 0 质押 37,5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西藏济川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0 100,000,000 12.27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曹龙祥 0 46,838,458 5.7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

六组合 
16,515,918 16,515,918 2.03 0 无   其他 

荆州市古城国有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0 11,126,102 1.37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新兴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917,392 7,999,837 0.98 0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5,497,748 7,722,353 0.95 0 无   

境外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

三组合 
3,646,120 6,656,120 0.82 0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顺长城鼎

益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1,274,514 6,399,983 0.79 0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4,794,300 0.59 0 无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济川控股、西藏创投、曹龙祥为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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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人。其他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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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上述产权及控制关系图为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的情况； 

注 2：原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周国娣女士本报告期初持有公司股份 7,728,700 股，截至 2018年 2

月 27日已减持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2月 28日发布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5）； 

注 3：原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泰兴市恒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原名西藏恒川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2018年 8月迁址至江苏泰兴并更名）本报告期初持有公司股份 12,216,486股，本

报告期末持有公司股份 2,269,501股，截至 2019年 1月 28日已减持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 月 29日发布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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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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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上述产权及控制关系图为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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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19,705.73 万元，其中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697,296.86 万元，医药商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22,408.86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27.77%、28.48%和

8.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8,786.33万元，同比增长 37.96%。  

报告期内，公司的蒲地蓝消炎口服液、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小儿豉翘清热颗粒等产品销售

收入持续增长，蛋白琥珀酸铁口服溶液、东科制药主要产品依托公司营销网络快速增长，同时公

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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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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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

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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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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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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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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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141,355.73元，上期金额

1,805,800,709.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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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928,509.14元，上期金额

603,942,631.79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417,590.14

元，上期金额 221,76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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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80,475.83元，上期金额

165,662,818.14元，重分类至“研发费

用”。 

对上述事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会计师事务所均发表意见。本次会计政策是

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调整，符合规定。不影响公司损益，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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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济川有限 

上海济嘉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上海济嘉 

江苏济源医药有限公司 

济川有限的全资子公司 

济源医药 

江苏天济药业有限公司 天济药业 

济川药业集团泰兴市济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济仁中药 

江苏济川康煦源保健品有限公司 康煦源 

泰兴市海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源物业 

济川药业集团江苏银杏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银杏产业研究院 

济川药业集团江苏口腔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 口腔健康研究院 

江苏济康医药包装有限公司 济康包装 

济川药业集团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药品销售公司 

江苏蒲地蓝药妆科技有限公司 蒲地蓝药妆 

济川药业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济川电子商务 

宁波济嘉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济嘉的全资子公司 

宁波济嘉 

济川（上海）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济川（上海）医学 

泰兴市为你想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济源医药的全资子公司 

为你想公司 

泰兴市人医新特药房有限公司 人医新特药房 

江苏蒲地蓝日化有限公司 康煦源的全资子公司 蒲地蓝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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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市利尔康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蒲地蓝日化的全资子公司 利尔康 

陕西东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济嘉的子公司 

东科制药 

上海贞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贞信 

安康中科麦迪森天然药业有限公司 东科制药的全资子公司 安康中科 

 

董事长：曹龙祥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 4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