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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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榕 董事 因公出差 彭云辉 

王加荣 董事 因公出差 彭云辉 

于俊田 董事 因公出差 彭云辉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979,919,191 股（扣除尚未注销的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2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邦健康 股票代码 0020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云辉 陈志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69 号 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69 号 

电话 023-67886900 023-67886985 

电子信箱 huapont@163.com huapont@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主要从事医药及农化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医疗服务、旅游投资及运营业务。公司以医药、医疗等与人

类健康相关产业为发展重点方向。 

 

（一）医药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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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医药业务主要为医药制剂及原料药研发、生产与销售，代理制剂产品的学术推广。 

自产产品的主要经营模式是通过严格的筛选确定合格供应商，并以“以产定购”为原则进行原材料采购；严格按照国

家GMP的相关要求进行合规化生产；依据不同产品的治疗领域，通过自建营销网络结合代理招商的模式进行专业化销售。 

代理产品的主要经营模式是针对目标代理产品进行市场调查，选取市场表现良好、竞争环境稳定的代理产品，通过

自建的具有较强学术能力的多科室推广团队针对医院各科室组织学术推广。  

2、主要产品及用途 

治疗领域 产品 主要用途 医保情况 

商品名 通用名 

皮肤类 力言卓 地奈德乳膏 适用于对皮质类固醇治疗有效的各种皮肤病 乙类 

必亮 萘替芬酮康唑乳膏 适用于治疗真菌性皮肤病 否 

孚松 卤米松乳膏 脂溢性皮炎、接触性皮炎、异位性皮炎、局限性神

经性皮炎、钱币状皮炎和寻常型银屑病 

乙类 

金银迪 卡泊三醇软膏 适用于寻常型银屑病的局部治疗 乙类 

乐夫松 他扎罗汀倍他米松乳膏 适用于治疗慢性斑块型银屑病 否 

明之欣 他克莫司软膏 适用于不宜使用传统疗法、或对传统疗法反应不充

分、或无法耐受传统疗法的中到重度特应性皮炎患

者，作为短期或间歇性长期治疗 

乙类 

方希 阿维A胶囊 适用于严重的银屑病，其中包括红皮病型银屑病、

脓疱型银屑病等，其它角化性皮肤病 

乙类 

迪皿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治疗荨麻疹、过敏性鼻炎、湿疹、皮炎、皮肤瘙痒

症等 

乙类 

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溶

液 

治疗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常年性过敏性鼻炎、慢性

特发性荨麻疹等过敏症状 

乙类 

结核类 维夫欣 注射用利福平 不能耐受口服治疗时，本品作为利福平口服制剂的

替代。与其它抗结核药联合用于治疗各种类型结核

病，包括初治、进展期的、慢性的及耐药病例 

甲类 

力克菲疾 帕司烟肼片 用于治疗各型肺结核、支气管内膜结核及肺外结核。

并可作为与结核病相关手术的保护药，也可用于预

防长期或大剂量皮质激素、免疫抑制治疗的结核感

染及复发 

乙类 

明希欣 利福布汀胶囊 AIDS（艾滋）病人鸟分枝杆菌感染综合征，肺炎，

慢性抗药性肺结核 

乙类 

多科室用药 速瑞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

钠 

适用于抗炎治疗，免疫抑制治疗，治疗休克，内分

泌等 

乙类 

力言松 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液 适用于治疗对糖皮质激素敏感的急性和慢性疾病 乙类 

呼吸系统 开顺 注射用盐酸氨溴索 适用于伴有痰液分泌不正常及排痰功能不良的急

性、慢性呼吸道疾病 

乙类 

必与 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适用于痰液粘稠不易咳出者 甲类 

抗癫痫 汉非 注射用丙戊酸钠 适用于治疗癫痫，在成人和儿童中，当暂时不能服

用口服剂型时，用于替代口服剂型的注射剂。 

乙类 

眼科 适丽顺 卵磷脂络合碘胶囊 治疗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中心性渗出

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玻璃体出血、玻璃体混浊、

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和婴儿哮喘、支气管炎、缺碘

性甲状腺肿、缺碘性甲状腺机能减退 

否 

 

3、业绩驱动的主要因素 

（1）产品种类不断丰富，治疗领域不断扩展。 

报告期内，公司除了持续在皮肤治疗领域推出新产品之外，在抗炎治疗、抗肿瘤等领域产品市场导入顺利，销量增

长较为迅速。 

（2）不断开拓市场，非处方销售增长迅速。 

报告期内，公司在保证传统处方市场销量平稳增长的同时，积极开拓连锁、县域及基层社区终端非处方市场，效果

显著。 

4、行业发展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8 年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4264.7 亿元，同比增长 12.4%。其中，主

营业务收入 23986.3 亿元，同比增长 12.6%，增速较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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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个百分点。医药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 3094.2 亿元，同比增长 9.5%，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8.3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 0.8 个百分点。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12.90%，较上年同期提升 1.14 个百

分点，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 6.41 个百分点。 

2018年两票制全面铺开、中国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协调会）、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扩容到685个

品种、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等重磅政策的出台，对医药行业的发展将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 

 

（二）农化业务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农化业务主要为农药中间体、原药及制剂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GLP登记注册技术服务。公司农化事

业部拥有先进的研发平台、完善的GLP登记注册技术服务、可持续供应能力和优秀的市场、销售团队，能够为国内及知

名国际农化公司（如陶氏化学、巴斯夫、ADAMA等）提供技术含量高、工艺先进的农药中间体、原药及制剂产品。 

公司以研发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先导，通过技术支持营销的方式开拓市场，大部分的营销服务工作主要在小试研

发、中试生产与大生产设计阶段，公司在研发的过程中，通过与客户的交流和沟通，将客户的要求、标准融入整个研发

和设计生产过程中以满足客户需求。 

2、主要产品及用途 

种类 主要产品名称 用途 

二苯醚类（除草剂） 乙氧氟草醚、乳氟禾草灵 防除大豆、小麦、花生、水稻等作物田的阔叶杂草 

酰胺类（除草剂） 乙草胺、丙草胺、丁草胺、异丙草胺、

异丙甲草胺、精异丙甲草胺、氟噻草胺

等 

适用于大多数作物 

咪唑啉酮类（除草剂） 咪唑烟酸、咪唑乙烟酸等 主要用于大豆田防除阔叶杂草 

吡啶类（除草剂） 二氯吡啶酸、氨氯吡啶酸 适用于大多数作物 

环己烯酮类（除草剂） 烯草酮 主要用于防除禾本科杂草 

三嗪酮类（除草剂） 苯嗪草酮、嗪草酮 适用于大豆、甜菜和非耕地 

三酮类（除草剂） 磺草酮、硝磺草酮 主要适用于玉米田 

脲类（除草剂） 丁噻隆 非种植地区防除各种植物的生长以及在甘蔗田中选择性

防除杂草 

三唑类（杀菌剂） 戊唑醇 杀菌谱广、持效期长 

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 嘧菌酯 天然低毒安全无公害，高效、广谱，对几乎所有的真菌

界病害 

酰胺类（杀菌剂） 烯酰吗啉 适用于大多数作物 

新烟碱类（杀虫剂） 吡虫啉、啶虫脒 适用于大多数作物 

噻二嗪类（杀虫剂） 噻嗪酮 主要适用于水稻、棉花 

3、业绩驱动的主要因素 

（1）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农化事业部已获得授权国家专利154项（其中100项为国家发明专利），参与制定并已公布实施行业

标准十余项，参与制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国际标准5项（其中4项已公布实施）。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

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十百千工程重点培育企业、中国农药企业百强等多项荣誉称号。 

控股子公司颖泰分析的GLP实验室在2006 年获得OECD 成员国颁发的GLP 实验室资格证书，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农

药GLP 实验室，其资质及服务能力在业界有良好的口碑，GLP研究报告得到美国EPA和主要的OECD成员国认可。 

（2）内部管理能力不断加强 

公司积极响应政府政策，高度重视安全环保工作，加大环保投入力度，严格控制生产过程，有效组织规模生产，注

重提升员工安全环保意识，安全环保和保质保量并驾齐驱，构建了公司安全、健康、高效的运营环境，保证了公司发展

稳步上升。 

（3）推行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提升产品质量，开发产能空间 

公司积极推行智能制造，生产自动化，机器替代人，有效降低农药原料药及制剂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和人工成本。

同时，机器的稳定性可以从根本上保证产品的精细化程度，自动化生产将间歇性生产变为连续性，极大的提高了单位面

积的产出，从而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产量。 

4、行业发展情况 

农化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受宏观经济的影响，但周期性不十分明显。农业生产、作物种植对农药都有较强的刚性需

求。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复苏，农药市场持续回暖；国内农业对农药的使用需求也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随着国内对安

全生产及环境保护的持续严格监管，中小产能及落后产能的企业将被逐步关停，企业开工率将维持低位，市场供给端进

一步收缩，原材料价格上涨，农药行业景气程度提升。 

同时，在监管不断收紧和行业准入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农化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将加速，资本助推强强联合，部分

不具备竞争力的企业可能无法生存，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进一步显现。农药市场逐渐从粗放发展时期向环保精细化领衔

时代过渡，清洁化、安全化、产销一体化的农药企业将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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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游业务 

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公司目前旅游业务主要集中在重庆、云南、陕西、广西等省、市、自治区，涵盖酒店经营、

索道运输、景区交通车运营、文艺演出等业态。 

（1）索道业务 

公司目前在陕西省秦岭太白山景区和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景区经营旅游索道业务。 

公司在丽江玉龙雪山景区经营三条索道，分别为玉龙雪山索道、云杉坪索道和牦牛坪索道。公司在秦岭太白山景区

经营有三条索道，分别为天下索道、神仙岭索道和拂云阁索道。 

（2）文艺演出 

旅游业务中的文艺演出业务主要是公司旗下丽江旅游的《印象•丽江》演出，该演出是由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著

名艺术家策划、创作、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于2006年7月开始正式公演。 

（3）酒店业务 

公司目前在重庆武隆、云南丽江和广西大新县等地拥有酒店经营业务，在重庆经营的具体酒店为武隆仙女山华邦酒

店、拙雅酒店；在云南丽江经营的酒店为和府洲际度假酒店、丽江古城英迪格酒店、茶马道丽江古城丽世酒店、茶马道

德软奔子栏丽世酒店；在广西经营的酒店为大新县明仕田园那里酒店。 

（4）景区交通运输业务 

公司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景区、陕西秦岭太白山景区、广西大新县德天跨国瀑布景区内经营游客运输业务。公司是

秦岭太白山景区、广西大新县德天跨国瀑布景区内唯一的交通运营企业。  

 

（四）医疗服务业务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医疗服务业务主要为通过收购、新设、参股等方式运营综合医疗机构、专科医疗机构以及医疗配套供应链。主

要的经营模式为：联合区域性大型三甲医院与优质医生团队，搭建患者健康管理服务及医疗供应链服务体系，为患者提

供专业化、个性化医疗服务，同时进一步搭建集医、教、研为一体的医疗服务平台、医生创业平台。目前公司运营的医

疗机构有德国莱茵康复医院、瑞士巴拉塞尔生物治疗中心、玛恩皮肤美容医院（连锁）；在建项目主要为重医附二院北

部宽仁医院、北京华生康复医院。 

重医附二院北部宽仁医院位于重庆两江新区，该项目是公司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联合建设的医疗、教学、

科研协同发展的三级综合医院，编制床位数1000张。该项目以综合医疗为载体，重点建设打造妇产中心、儿科中心、心

脏中心等特色科室，主要医护团队均来自于知名三甲医院。 

北京华生康复医院位于北京丰台区，主要定位为向患者提供中高端的康复服务，承接北京地区的医院及患者资源，

引入国外优质康复体系及治疗手段，开展神经康复、心肺康复、肿瘤康复、运动康复和重疾康复及急性后期康复业务。 

玛恩皮肤医院（连锁）立足于华邦健康在皮肤领域多年耕耘的品牌及影响力，以学科建设为引导，重点突出斑痕治

疗特色，在皮肤-轻医美方向，探索连锁化的经营模式。致力于打造中国皮肤科医生的创业平台，争取成为全国覆盖广、

患者满意度高、学科发展水平高的医美专科连锁机构。 

2、行业发展情况 

在国家政策鼓励和各地方政府的持续推动与支持下，社会办医的行业环境进一步改善，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数

量迅速增长，综合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在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和多样化的医疗需求方面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公立医院医生等资源的不断释放，民营医院将迎来更为高速的发展。特别是三级医院发展势

头更为明显。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0,573,627,541.11 9,108,900,358.90 9,182,867,848.49 15.15% 7,092,779,974.36 7,178,283,68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11,337,645.93 507,905,574.27 505,790,646.97 1.10% 566,868,339.22 570,069,26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486,248,861.29 395,073,874.25 395,073,874.25 23.08% 557,465,969.21 557,465,9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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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08,623,126.61 591,399,507.18 627,711,902.87 204.06% 511,900,516.70 543,592,789.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5 0.25 0.00% 0.28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5 0.25 0.00% 0.28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6% 5.35% 5.29% 0.17% 5.90% 5.9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6,551,501,975.89 29,090,036,715.62 29,471,025,154.59 -9.91% 24,227,883,836.43 24,612,042,65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064,945,720.34 9,492,988,893.70 9,573,742,722.00 -5.31% 9,645,235,055.95 9,753,758,908.1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707,394,086.79 2,372,258,083.19 2,774,035,638.80 2,719,939,73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532,094.45 218,110,391.18 178,357,401.49 19,337,75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958,762.43 203,590,161.02 187,429,239.62 3,270,69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373,497.98 322,048,329.04 548,079,150.10 1,077,869,145.4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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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3,15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3,04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汇邦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27% 290,449,804 0 质押 150,849,800 

张松山 境内自然人 5.75% 117,095,583 87,821,687 质押 82,750,000 

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3.97% 80,790,000 0 质押 0 

李生学 境内自然人 3.86% 78,578,039 0 质押 24,250,000 

董晓明 境内自然人 3.85% 78,387,988 0 质押 0 

肖建东 境内自然人 3.79% 77,200,000 0 质押 67,800,000 

张一卓 境内自然人 3.68% 74,861,821 0 质押 39,020,000 

于俊田 境内自然人 2.86% 58,208,315 58,208,315 质押 49,5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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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加荣 境内自然人 1.34% 27,180,308 20,385,231 质押 20,880,000 

王榕 境内自然人 1.04% 21,207,776 15,905,832 质押 1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张松山先生为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张一卓先生为张松山先生之子，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

存在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5,849,804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74,600,0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290,449,804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 

1、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张一卓、张淇媛、张皓博为股东张松山的子女，张一卓已将其持有的汇邦科技的股权委

托张松山先生管理，张淇媛、张皓博的共同监护人赵丹琳女士（张松山先生之配偶）已同意将张淇媛、张皓博所持有的汇邦

科技的股权委托张松山先生管理。张松山先生通过直接持有和受托管理汇邦科技的股权合计 53.00%，为汇邦科技的实际控

制人。 

2、2018 年 12 月 12 日，基于融资需求，西藏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80,000,000 股与西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了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约定，购回期间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公司股东大会、提案、表

决等股东或持有人权利，由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西藏科技有限公司的意见行使。 

 

5.75% 

18.21% 

10.96% 

16.47% 11.70% 13.87% 

张松山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楼总您好，我是华邦健康董事会办公室的

杨紫光，今天公司安排了驾驶员秦师傅

（电话：13650577155）去江北机场接你

们一行二位领导，接机后将送至公司。今

晚公司为你们预定了丽森酒店 2 个行政

单间，预定号：44945，到酒店后直接报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即可办理

入住手续。如有任何问题，可随时与我联

系，谢谢。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 

张一卓 张淇媛 张皓博 

张松山合计控制汇邦科技 53.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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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

公司 2014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4 华邦债 01 112208 2019 年 06 月 13 日 80,000 6.58%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 

15 华邦债 112270 2020 年 08 月 14 日 8,027.4 5.72% 

北京颖泰嘉和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17 颖泰生物 01 143383 2022 年 11 月 08 日 120,000 6.8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1、2018 年 6 月 11 日，公司对每手 “14 华邦 01”（面值人民币 1,000 元）派发利息人民

币 65.80 元（含税）； 

2、2018 年 8 月 14 日，公司对每手”15 华邦债“（面值人民币 1,000 元）派发利息人民币 47.20 

元（含税）； 

3、2018 年 11 月 8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颖泰生物对每手“17 颖泰 01”（面值人民币 1000 元）

派发利息人民币 68.00 元（含税）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8年6月27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公司主体信用级别评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并将“14华邦01”、“15华

邦债”债券评级为“AA+”。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 

    2018年6月26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

定”；并将“17颖泰01”的债券评级等级为“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1.98% 54.14% -2.16%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1.30% 12.49% 8.81% 

利息保障倍数 2.77 2.27 22.03%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日趋复杂。在医药领域，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顶层设计发生深刻变化，一系列政策密集发

布，药品价格不断下降、使用合规性不断加强，创新逐渐成为医药企业发展的主旋律。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自产产品的

非处方市场，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总体经营情况良好。 

在农化领域，随着全球六大农化巨头相继完成大规模的并购，国内外行业整合趋势加强；国内环保压力不减，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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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出，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强化产品结构，继续保持对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充分保

障产能，得益于产销顺畅、下游产品价格提升、美元升值等因素，公司农化业务业绩增长迅速。 

在旅游领域，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定，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体系内部分旅游资产的整合，协同发展效应逐渐显现，发展

态势良好。 

在医疗领域，由于人工成本及固定资产投入的上升，瑞士巴拉塞尔生物治疗中心出现阶段性业绩下滑 ，国内筹建中医

疗项目建设进度稳步推进，预计2019年上半年重庆北部宽仁医院将进行试营业。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后实现营业收入105.7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3.91亿元，同比增长15.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5.1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54.7万元，同比增加1.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完成扣非后净利润4.86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9117.5万元，同比增长23.08%。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医药产品 2,116,534,685.03 1,682,491,484.09 79.49% 10.94% 21.34% 6.81% 

农药化工 6,818,854,149.78 1,560,154,341.13 22.88% 4.78% 37.91% 5.50% 

旅游产品 842,798,749.07 517,076,181.41 61.35% 393.03% 906.11% 31.2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财会[2018]15号《关于修

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 

第七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决

议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项目归并至

“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

“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项目归并至“在建

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项目

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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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将“管理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

“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

“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2017年12月31日原列报项目及金额（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重

新列报后数据） 
新列报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330,438,044.3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001,859,599.36 

应收账款 2,671,421,555.01 

应收利息 46,085,311.97 

其他应收款 435,770,504.76 应收股利 - 

其他应收款 389,685,192.79 

固定资产 4,821,600,790.23 
固定资产 4,821,600,790.23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749,481,549.73  
在建工程 765,749,696.50 

工程物资 16,268,146.77 

应付票据 1,068,068,348.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993,410,022.79 

应付账款 925,341,674.79 

应付利息 82,961,394.21 

其他应付款 806,675,215.12 应付股利 5,738,589.56 

其他应付款 717,975,231.35 

长期应付款 7,420,408.94 
长期应付款 92,947,430.26 

专项应付款 85,527,021.32 

管理费用 882,321,523.39 
管理费用 671,697,827.18 

研发费用 210,623,696.21 

(2) 会计估计变更 

本年度无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报告期通过购买股权方式最终取得宽仁传承65%股权，吉隆达化工56%股权，上述两家公司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企业合

并，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报告期通过购买股权方式最终取得秦岭旅游60%股权，大美大新95%股权。由于公司与秦岭旅游、大美大新合并前后均受

汇邦科技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因此公司对秦岭旅游、大美大新的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3、处置子公司 

报告期子公司华邦汇医处置其控股子公司浙江椿之康，子公司颖泰生物处置其全资子公司烟台福尔安全，自丧失控制权

始，上述两家子公司将不纳入合并范围。 

4、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报告期公司由于新设而增加的子公司包括：华邦颐康、SBMC（瑞士）、浙江椿之康、山东颖泰贸易、苏州敬咨达、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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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福尔安全；由于股权处置华邦西京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由控股子公司变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不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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