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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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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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 2018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42,3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55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2,326.50万元。 

本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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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信康 60367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涛 于海波 

办公地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B区园区南路

5号工业中心4号楼3层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B区园区南

路5号工业中心4号楼3层 

电话 0891-6601760 0891-6601760 

电子信箱 wxk@wxkpharma.com wxk@wxkpharm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卫信康秉承“责任、分享、公信、创新”的企业精神，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立足于研发创新，

坚持仿创结合，以化学药品制剂及其原料药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主营业务，致力于成为受中国

社会和公众尊敬的专业化仿创医药企业。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1、主营业务 

公司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立足于研发创新，坚持仿创结合，以化学药品制剂及其原料药的研

发、生产、销售为主营业务，在静脉维生素补充剂、静脉电解质补充剂、静脉补铁剂等领域具有

较强竞争力。 

2、主要产品 

公司基于自身的研发实力及临床需求，选择了市场空间较大、技术门槛较高的品种开展研发，

公司产品线主要围绕静脉维生素补充剂、静脉电解质补充剂、静脉补铁剂等领域，主导产品包括

注射用 12 种复合维生素、注射用门冬氨酸钾镁、蔗糖铁注射剂、门冬氨酸钾注射液等，市场排名

位居前列。 

其中，注射用 12 种复合维生素为国产独家，静脉补充维生素用药，用于手术期、烧伤、肝病、

慢性病住院等维生素缺乏危险患者的临床支持，已取得主要原料药及制剂的制备方法专利；注射

用门冬氨酸钾镁，电解质补充剂，用于低钾血症治疗、心肌梗塞、充血性心力衰竭等心肌疾病并

发电解质紊乱的预防及治疗，原料药制备方法已取得专利；蔗糖铁注射液，静脉补铁用药，用于

口服铁剂不耐受或吸收不佳的贫血患者的补铁治疗；门冬氨酸钾注射液，电解质补充剂，用于各

种原因引起的低钾血症及低钾血症引起的周期性四肢麻痹、洋地黄中毒引起的心律失常等；小儿

多种维生素注射液（13）、小儿注射用多种维生素注射液（13）为含 13 种维生素的复合维生素注

射剂，适用于接受肠外营养的 11 周岁以下患者维生素缺乏的预防。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经营产品可分为自主生产产品和合作产品两大类： 

1、自主生产产品业务 

公司子公司白医制药为一家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企业，主要生产小容

量注射剂、原料药、冻干粉针剂产品。公司基于自身的研发实力及临床需求，选择了市场空间较

大、技术门槛较高的品种开展研发，已陆续自主申报新产品项目 30 个，其中 3.1 类新药小儿多种

维生素注射液（13）、3.1 类新药小儿注射用多种维生素注射液（13）已经于 2018 年取得药品注

册批件和新药证书。 

2、合作产品业务 

公司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立足于研发创新，坚持仿创结合，不断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

产品，在药品研发与销售环节形成了自身特色和竞争优势。公司通过分析我国医药行业整体发展



趋势，把握我国医药行业 GMP 产能充裕的行业发展特点，与具备生产资质、产能充裕的制药企业

展开合作。公司负责合作产品研究开发工作，提供药品注册申请所需的全套技术资料（包括生产

工艺、原料药及制剂的质量标准和分析检测方法等），为取得合作产品的药品批准文号及药品生产

提供技术支持，并承担相关费用。同时，公司享有合作产品的经销权、知识产权及处置权。合作

方持有药品生产资质，负责在卫信康技术支持下申请并取得合作产品的药品批准文号，按照公司

订单要求生产合作产品，负责产品的质量检验和成品保管，保证产品符合质量标准。同时，合作

方应及时进行药品再注册程序，未经公司许可不得注销或转移合作产品的药品批准文号。公司负

责全部合作产品的市场推广和销售工作。未经公司书面允许，合作方不得自行生产、销售合作产

品。 

公司主要合作产品包括注射用 12 种复合维生素、注射用门冬氨酸钾镁、蔗糖铁注射液等。“两

票制”政策下，公司与合作方在研发、生产、销售环节的权责及利益分配保持不变，但合作产品

将由合作方按公司指定价格直接销售至公司指定的下游药品配送企业，公司承担合作产品的全部

市场管理及推广服务职责，向合作方收取专利/技术使用、商标/品牌使用、市场管理及推广服务

费用。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18 年，随着国家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降低进口抗癌药关税、

“4+7”带量采购方案等措施的逐步落地，中国医药行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2018 年医药制造业

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4,264.7 亿元，同比增长 12.4%。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23,986.3 亿元，

同比增长 12.6%，增速较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3,094.2 亿元，同比增长 9.5%，增

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8.3 个百分点。（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产品是制药企业的生命线，公司坚持临床需求为导向，确立了“上市一批，储备一批，在研

一批，立项一批”的梯次研发思路，结合临床市场需求及自身技术优势，规划了短、中、长期的

产品线，形成了以多种维生素制剂为核心，以静脉补铁剂、静脉电解质补充剂、消化系统等多领

域为特色的专科药品开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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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973,245.02 1,016,628,498.94 21.48 552,355,849.18 

营业收入 746,324,814.69 420,381,506.41 77.54 426,360,89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3,435,932.27 101,587,286.26 -27.71 114,915,83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9,077,519.91 72,467,296.80 -32.28 101,865,31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97,639,441.01 858,043,508.74 4.61 459,420,780.9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3,167,651.56 63,300,678.15 31.39 103,788,125.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26 -34.62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26 -34.62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39 16.02 减少7.63个百分

点 

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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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69,989.29 145,659,391.12 176,976,774.11 269,418,66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3,574,740.48 22,981,591.97 7,836,823.27 9,042,77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6,431,874.86 21,225,127.58 6,734,116.59 4,686,400.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511,793.64 53,786,747.76 20,588,615.57 3,280,4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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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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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卫信康投资   205,248,960 48.52 205,248,960 质

押 

8,59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张勇   53,402,400 12.62 53,402,400 无 无 境内

自然

人 

西藏京卫信康投资

（有限合伙） 

  51,312,240 12.13 51,312,240 无 无 其他 

钟丽娟   36,000,000 8.51 36,000,000 质

押 

15,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钟丽芳   7,200,000 1.70 7,200,000 无 无 境内

自然

人 

张宏   3,175,920 0.75 3,175,920 无 无 境内

自然

人 

刘烽 -168,800 3,007,120 0.71   无 无 境内

自然

人 

温小泉 -84,500 400,060 0.09   无 无 境内

自然

人 

赵秀芳 400,000 400,000 0.09   无 无 境内

自然

人 

金卫国 344,700 344,700 0.08   无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张勇、钟丽娟为夫妻关系，张勇、张宏为兄弟关系，钟丽娟、

钟丽芳为姐妹关系，张勇为西藏卫信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

藏京卫信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公

司未知悉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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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632.48 万元，较上年增长 77.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7,343.59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7.71%。主要原因见“第二节七（二）报告期末公司前

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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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根据西藏卫信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司相关部门对

各类固定资产重新核定了实际使用年限，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及各子公司重新核定了各

类固定资产实际使用年限，拟从2018年12月1日起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具体方案如下： 

变更前，相关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残值率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20 5.00 4.75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5-10 5.00 9.50-19.00 

运输设备 年限平均法 5 5.00 19.00 

电子设备及其他 年限平均法 5 5.00 19.00 

变更后，相关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残值率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20-40 5.00 2.375-4.75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5-10 5.00 9.50-19.00 

运输设备 年限平均法 5 5.00 19.00 

电子设备及其他 年限平均法 5 5.00 19.00 

2、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为更加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实际使用寿命

更加接近、计提折旧的期间更加合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四章 第十五条

“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的规

定，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调整。 

3、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对于该会计估计变更事项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业务的范围无影响，

不会对公司所有者权益、净利润等指标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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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孙公司共 16户，合并报表范围详见年报第十一节“九、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公司本年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1 户孙公司，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变动详见年报第十一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勇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