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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6              证券简称：北陆药业               公告编号：2020-013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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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

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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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494,689,876 股扣除拟回购的股份 135,400 股后的股本 494,554,47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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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陆药业 股票代码 3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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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泽慧 孙志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32 号枫蓝

国际写字楼 A 座 7 层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32 号枫蓝国

际写字楼 A 座 7 层 

传真 010－82626933 010－82626933 

电话 010－62625287 010－62625287 

电子信箱 blxp@beilu.com.cn blxp@beil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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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作为一家医药上市公司，公司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高度重视产品的质量及疗效，在

服务客户、关爱患者的同时积极扩大经营成果，切实回报全体股东。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

业务依旧是对比剂系列、中枢神经类和降糖类药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同时，公司进一步

加大现有业务板块及产业链的整合力度，并继续落实精准医疗战略布局。 

对比剂产品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经过二十余年的行业探索与专业积累，目

前公司是国内拥有对比剂品种最多、品规最全的专业对比剂供应商。产品涵盖 X 射线对比剂

与磁共振对比剂，分别用于 CT（X 线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和 MRI（磁共振）影像诊断。

2019 年度，公司对比剂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66,330.06 万元，同比增长 30.07%。 

九味镇心颗粒是公司的原研产品，也是重点业务板块战略品种之一；是国内第一个通过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治疗广泛性焦虑症的纯中药制剂，并于 2017 年进入全国医保

目录。九味镇心颗粒采用自营与代理相结合的销售模式，2019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6,818.49 万

元，同比增长 59.96%。 

降糖类产品是公司重要的业务板块之一，产品包括格列美脲片和瑞格列奈片。瑞格列奈

片于 2018 年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报告期内，公司格列美脲片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并于 2020 年 1 月在第二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中中标。此次

中标将有利于增强公司产品竞争力，提高其市场占有率，促进公司降糖类产品的进一步发展，

提高公司品牌影响力。2019 年度，降糖类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8,762.26 万元，同比增长 65.3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收购海昌药业 150 万股股份后持有其 37.91%的股份，通过董事会改

选，公司派出董事在该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过半数并提名董事长，公司取得对海昌药业的实际

控制权，成为该公司的控股股东。收购海昌药业是公司实现产业链整合的重要战略布局，有

利于公司加强对对比剂原料药供应的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向专注于医学影像与中枢神经领域诊断与预后的铱硙医疗增资 3,000 万

元。此次投资不仅有利于公司未来通过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在中枢神经领域药

物研发的进一步拓展；同时，有助于公司通过对精准医疗企业持续整合，加大产业布局，实

现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协同发展，进而实现个性化诊断与治疗双平台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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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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819,119,389.78 608,053,473.00 34.71% 522,538,13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2,438,319.29 147,761,859.10 131.75% 118,816,65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6,549,155.74 134,975,814.49 23.39% 102,297,980.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808,658.97 175,754,189.38 -10.78% 144,924,876.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0.30 133.33%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 0.30 133.33%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6% 13.02% 12.94 个百分点 12.3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623,818,110.94 1,288,719,156.30 26.00% 1,140,884,99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50,507,101.30 1,205,791,286.88 20.30% 1,069,235,135.5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2,496,046.39 229,004,603.95 206,112,724.17 211,506,01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566,026.83 71,455,359.56 55,131,343.83 175,285,58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372,501.03 64,914,592.49 43,516,467.29 18,745,59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047,149.38 -6,105,698.21 71,464,997.64 43,402,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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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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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3,89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4,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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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代雪 境内自然人 22.37% 110,683,213 110,683,213 质押 37,735,849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8.18% 40,464,500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大业信托·优悦 3 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3.12% 15,434,910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3% 15,000,000    

陈园园 境内自然人 1.59% 7,848,837    

常州京湖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1% 5,967,405    

段贤柱 境内自然人 0.77% 3,824,475 2,957,231   

林奇 境内自然人 0.52% 2,596,200    

王克飞 境内自然人 0.51% 2,522,400    

刘宁 境内自然人 0.46% 2,289,035 2,123,9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园园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代雪之儿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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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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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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以“立足精准检测，追求身心健康”为使命，坚持“细分领域，做大份额” 的经营理念，

在各业务领域不断深耕，建立、扩大市场份额和影响力，是公司多年来保持业绩稳定增长的

主要原因。WANG XU 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以来，进一步调整公司各业务模块，全面梳理、

搭建公司新的高管团队及核心骨干人才梯队。报告期内，为建立与公司业绩和长期战略紧密

挂钩的激励机制，激励公司管理团队及核心骨干创造更好的业绩，进而实现公司更快发展，

董事会推出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就 2019 年度—2021 年度的业绩设定了较高的考

核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对比剂、中枢神经、降糖产品和精准医疗领域，积极应对行业及市

场变化，不断提升营销及管理效率，全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积极落实公司年度经营

目标及发展战略。 

公司一方面通过持续打造更加专业、高效自营销售团队进行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另一方

面通过优化招商策略及代理商管理模式，搭建完善的商业渠道网络进行产品的销售。销售收

入稳定增长持续贡献公司业绩增量。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911.94 万元，同比增长

34.71%；净利润 34,243.83 万元，同比增长 131.75%；扣非后净利润 16,654.92 万元，同比增

长 23.39%。 

本报告期，公司积极改进工艺流程，合理控制成本费用，公司盈利能力稳定上升。本报

告期公司销售毛利率为 68.90%，同比增长 1.86 个百分点；销售净利率 41.81%，同比增长 17.51

个百分点；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6%，同比增长 12.94 个百分点。 

公司持续加强销售回款管理，保证公司良性运转。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

金 87,041.65 万元，同比增加 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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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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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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剂  663,300,553.18 450,279,081.41 67.88% 30.07% 32.78% 1.38% 

降糖药 87,622,570.78 67,462,134.35 76.99% 65.38% 67.52%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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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4,243.83 万元，同比增长 131.75%；本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654.92 万元，同比增长 23.39%。

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本期公司经营利润增加，二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变动增加损益。其中，公司持有的世和基因股权本期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7,311.45 万元，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公司 2014 年收购世和基因 20%股权并派有一名董事，可以对世和基因日常生产经营决

策施加重大影响，因此将世和基因作为联营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 

随着世和基因的增资扩股，公司对其持股比例持续被稀释，且派出的董事本期无法参与

其日常经营决策，因此公司认为已不能对其日常经营施加重大影响，所以将持有的世和基因

股权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持有世和基因 16.38%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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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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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采用新的财务报表格式。 

详细内容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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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http://www.cninf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