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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6               证券简称：北陆药业              公告编号：2011-007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王代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弘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86,830,290.52 475,112,864.52 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元） 
476,233,924.84 467,624,999.99 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4.68 4.59 1.96%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23,334.68 13.9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02 50.00%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38,436,355.76 62,052,474.12 -3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08,924.85 10,017,287.50 -14.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 2.28% 下降 0.46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8% 2.17% 下降 0.39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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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0,0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9,500.00  

所得税影响额 -33,075.00  

合计 187,425.00 -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528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8,637,411 人民币普通股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370,810 人民币普通股 

姚振萍 3,242,507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1,2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292 人民币普通股 

常双军 3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京东 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盛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97,235 人民币普通股 

丁启恒 160,695 人民币普通股 

2.3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王代雪 21,519,820 0 0 21,519,820 首发承诺 2012年 10 月 30 日 

北京科技风险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7,362,410 0 0 7,362,410 首发承诺 2012年 10 月 30 日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

有限公司 
5,758,274 0 0 5,758,274 首发承诺 2012年 10 月 30 日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4,500,000 0 0 4,500,000 首发承诺 2012年 10 月 30 日 

洪薇 5,218,706 0 0 5,218,706 首发承诺 2012年 10 月 30 日 

段贤柱 1,425,000 0 0 1,425,000 首发承诺 2012年 10 月 30 日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三户 
1,275,000 0 0 1,275,000 首发承诺 2012年 10 月 30 日 

武杰 375,000 0 0 375,000 首发承诺 2012年 10 月 30 日 

刘宁 300,000 0 0 300,000 首发承诺 2012年 10 月 30 日 

李弘 300,000 0 0 300,000 首发承诺 2012年 10 月 30 日 

合计 48,034,210 0 0 48,034,2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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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财务报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 应收票据余额为 25.47 万元，较年初的 51.50 万元减少 50.54%，主要是报告期末未到期应收票据减少所致。 

2. 预付账款余额为 989.17 万元，较年初的 129.59 万元增长 663.31%，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原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3. 预收款项余额为 25.68 万元，较年初的 61.61 万元减少 58.32%，主要是预收房租当期确认收入所致。 

4. 应交税费余额为 442.48 万元，较年初的 269.26 万元增长 64.33%，主要是报告期已计提但尚未支付的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

较期初增长所致。 

5. 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308.14 万元，较年初的 119.44 万元增长 157.99%，主要是 2011 年 1 月新增政府补贴收入 200 万元计入

其他应付款科目，于 2011-2012 年分期确认营业外收入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为 3,843.64 万元，较上年同期 6,205.25 万元减少 38.06%，主要是公司战略调整后药品经销业务收入较上

年同期大幅降低所致。本报告期公司核心业务药品生产业务收入为 3,666.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40%。 

2. 本报告期营业成本为 935.74 万元，较上年同期 3,844.95 万元减少 75.66%，主要是公司战略调整后随着药品经销业务的降

低成本相应降低所致。营业成本的减少幅度高于营业收入，主要是由于药品经销业务成本率较高，其成本在营业成本中所占

份额较大。 

3. 本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为 50.89 万元，较上年同期 31.28 增长 62.69%，主要是公司报告期药品生产业务较上年同期增长，

相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也较上年同期增长；而药品经销业务毛利率较低，其收入的降低并未对营业税金及附加产生较大的影

响。 

4. 本报告期销售费用为 1,461.34 万元，较上年同期 796.33 万元增长 83.51%，主要是公司为了扩大产品市场份额，进一步建

设和完善产品营销网络投入增加所致。 

5. 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为 60.70 万元，较上年同期 107.74 万元减少 43.66%，主要是本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上年同期末

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 本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268.06 万元，较上年同期 97.58 万元增长 174.71%，主要是报告期收到 200 万

元政府补助所致。 

2. 本报告期支付给职工以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 443.68 万元，较上年同期 280.52 万元增长 58.16%，主要是公司在职人数较上

年同期增长所致。 

3. 本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 99.51 万元，较上年同期 4,230.18 万元减少 97.65%，主要

是上年同期公司购置办公用房支出较大所致。 

二、主要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 本报告基本每股收益为 0.08 元，上年同期每股收益在考虑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因素后可比列报重新计算为 0.10 元，本报告

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20%，主要是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降低所致。 

2. 本报告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82%，较上年同期 2.28%下降 0.46 个百分点，主要是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且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较上年同期末增长所致。 

3. 本报告期综合毛利率为 75.65%，较上年同期 38.04%有大幅增长，主要是公司战略调整后，毛利率较低的药品经销业务收

入占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例减少所致。 

3.2 业务回顾和展望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3,843.64 万元，比去年同期降低 38.06%，主要是公司战略调整后药品经销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

大幅降低所致。本报告期公司核心业务药品生产业务收入为 3,666.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实际增长 24.40%。 

报告期销售费用为 1,461.3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3.51%，费用增长主要用于引进高端人人才、扩张营销网络和增加营销人

员。由于费用阶段性增长幅度高于收入增长幅度，从而导致公司报告期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降低 15.02%。 

二、后期工作安排 

2011 年公司仍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创新为依托，实施规范运作，强化品牌优势，提升规模化能力。进一步做大做强对

比剂诊疗市场，确保公司产品在医院主渠道的销售稳中有升；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和新药产品的开发力度；围绕做大做强的战

略部署，以新版 GMP 实施为契机，完成药厂新建注射剂车间的规划和前期基础建设；推进公司的国际化进程，开发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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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和核心竞争力。 

为此，公司将着重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1．坚持科技创新，提升总体科研水平。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立足影像诊断造影剂、精神神经、内

分泌三大领域，加快仿制药的研发立项并适度开展创新药物的研发活动；确保目前在研项目的研究开发及注册申报工作如期

按照进度完成；瑞格列奈和碘克沙醇项目在获得注册批件后，配合药厂尽快实施产业化。 

注重引进和培养高端研发人才，加强专家队伍的建设；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组建一支专业性强、人员年龄结构合理、可持续

发展的研发团队；力争在新产品研发、工艺改进、技术革新、专利申请等各方面都取得突破性进展。 

2．加强市场推广，完善营销网络，提升品牌形象。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市场营销工作力度，增加市场投入，整合销售网络，完

善对比剂营销网络体系构建，加强内部控制，调整考核模式，保障主导产品对比剂的销售业绩有较大增长；重视海外市场销

售拓展，加快出口产品的注册，做好对比剂产品出口；加强市场宣传与推广，积极探索新的营销模式，借助九味镇心颗粒被

列入部分省市医保的契机，力争九味镇心颗粒产品在 2011 年的市场销售方面有所突破，扩大终端市场的影响力。 

3．做好新建注射剂车间的规划和前期基础建设工作，完善立项审批、项目发包、施工监督、项目验收等一系列项目的程序化

管理规范。把好施工、质量、安全、验收和结算关，确保高质量完成募投项目。同时积极推进其它募投项目的有效实施。 

4．完善管理体系，适应公司发展需要。随着公司业务扩展和经营产品的持续增加，对公司整体运营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公司

将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公司内部发展及管理的需要，进行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调整，加强内部控制，规范管理，提高企

业抗风险能力。 

5．加强人力资源和团队建设 

人力资源系统的建设是公司业务发展的基石与保障。为了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和经营目标，公司将坚持引进各层面的人才，

不断完善用人制度，健全员工的选才、培训、用才、留才的体系，完善绩效考评体系和激励机制；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

员工奖惩、任用机制，为优秀员工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增强公司的整体凝聚力；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提供有竞

争力的薪酬，稳定公司核心团队；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逐步建立高管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业务骨干人员的

股权激励机制。 

§4 重要事项 

4.1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避免同业竞争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王代雪做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

信守承诺，没有发生与公司同业竞争的行为。 

二、公司股票上市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王代雪、作为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洪薇、段贤柱、武杰、刘宁、李弘等 6 名自然

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王代雪、洪薇、段贤柱、武杰、刘宁、李弘等 6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公司股东姚振萍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4.公司股东北京科技承诺：（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全部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2）在满足上述第（1）项承诺的前提下，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其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或者由公司回购的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其目前所持公司总股份数的 50%。 

5.公司股东重庆三峡、盈富泰克承诺：（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全部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2）在满足上述第（1）项承诺的前提下，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其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或者由公司回购的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其目前所持公司总股份数的 60%。 

报告期内，该上述股东均遵守了所做的承诺。 

三、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一致行动安排 

2009 年 8 月 31 日，控股股东王代雪与洪薇、段贤柱、武杰、刘宁、李弘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明确在行使股东大会或

董事会等事项的表决之前，一致行动人内部先对表决事项进行协调；出现意见不一致时，以一致行动人中所持股份最多的股

东意见为准。 

报告期内，该上述股东对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表决事项，全部保持一致。 

四、不签署任何一致行动协议或作出类似安排的承诺 

公司股东北京科技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其各自为独

立的机构投资者，互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作为公司股东期间，不会签署任何一致行动协议或作出类似安排，也不会做

出有损公司稳定经营和整体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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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7,189.11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44.2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8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23.6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97%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季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季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新建注射剂车间与对比剂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 
否 4,413.00 9,789.00 291.46 1,433.31 14.64% 2012 年 08 月 01 日 43.27 否 否 

九味镇心颗粒生产线扩建改造与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 
否 5,000.00 10,882.00 164.38 886.51 8.15% 2013 年 06 月 01 日 -125.80 否 否 

改建研发中心与新产品开发项目 否 2,976.00 1,896.00 71.29 459.61 24.24% 2012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2,389.00 22,567.00 527.13 2,779.43 - - -82.53 - - 

超募资金投向  

阿戈美拉汀项目 否 990.00 990.00 17.09 44.25 4.47% 2014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2,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2,990.00 2,990.00 17.09 2,044.25 - - 0.00 - - 

合计 - 15,379.00 25,557.00 544.22 4,823.68 - - -82.53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九味镇心生产线扩建改造因国家新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标准尚未下达，项目实施延期； 

阿戈美拉汀尚未完成临床批件的审核工作，故资金使用计划相应滞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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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本公司计划募集资金 12,389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 14,800.11 万元。本年度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投入 5,882.00 万元人民币，用于九味镇心颗粒制剂生产线扩建改造与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所需资金；  

2．用 2,000.00 万元人民币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 投入 99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开发抗抑郁新药--阿戈美拉汀及其片剂项目的资金; 

4. 投入 4,305.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新建注射剂车间及对比剂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所需资金; 

剩余超募资金 1,623.11 万元暂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公司主业发展，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2010 年 3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置换金额 273.33 万

元，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发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置换。置换公告、董事会决议公告及其他相关独立意见发布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的巨潮资讯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应审批手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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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5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6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7 按深交所相关指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代雪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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