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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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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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末总股本 406,428,091股为基数,每 10股派现金 1.00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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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医疗 6005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财祥 李静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

医疗科技园 

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新华医疗科技园 

电话 0533-3587766 0533-3587766 

电子信箱 shinva@163.com shinva@163.com 

 

(二)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营业务的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为医疗器械、制药装备、医疗服务和医疗商贸四大业务板块。公

司医疗器械板块业务发展平稳；制药装备板块待执行合同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受技术改造项

目建设周期延长、项目成本增加、后期维保费用增加等因素影响，净利润有所下降；医疗服务板

块处于业务开拓期，部分医院已经开始试运营；医疗商贸板块因公司战略调整，上海方承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和威士达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低于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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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模式 

根据公司产品分类不同，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包括直销、商销、授权区域代理、线上和线下等。 

3、行业情况 

（1）医疗器械行业 

医疗器械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世界各

国普遍重视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国内，医疗器械的流通渠道和价格将进一步规范。

随着国家对药品流通及价格整顿的基本落实，医疗器械也开始了相关两票制等试点，去除销售渠

道中的不必要环节，使厂家和患者获利，从而使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进而提升医疗

器械的质量需求。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规划、指导措施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促进医疗器械产业健康发展。《中

国制造 2025》明确把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作为重点发展的十大领域之一，提出提

高医疗器械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逐步摆脱高端医疗器械依赖进口的局面；《“十三五”国家

科技创新规划》特别强调“十三五”时期将重点发展数字诊疗装备、体外诊断产品、健康促进关

键技术、健康服务技术、养老助残技术等关键技术；《“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未来 15

年，将深化医疗器械流通体制改革、强化医疗器械安全监管、加强高端医疗器械创新能力建设、

推进医疗器械国产化。 

（2）制药装备行业 

随着 2019 年带量采购、新医保、一致性评价等政策持续推进，促使制药行业优胜劣汰、创新

升级，同时也为制药装备行业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与机遇。目前，我国制药装备产业已经形成了门

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水平低、市场乱的情况正在逐步

改善，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制药装备行业作为医药行业的上游，与人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作为制药行业的“母机”，

制药装备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制药水平。2019 年 3 月份，《药用 X 射线异物检测机》等 7 项制药装

备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已完成；2019 年年底，《集菌仪》、《药用气流混合机》、《大蜜丸机》、《整

粒机》4 项制药装备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已经完成；2019 年制药装备标准修订项目计划，包括

药用周转料斗式混合机、滚模式软胶囊机、药品透明膜包装机等 31 个标准修订项目，完成年限均

为 2021 年。随着这些行业标准的落地实施，药机企业将有新的标准参考，能够更好地朝着中、高

水平迈进。 

（3）医疗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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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医改的深入推进，国家逐步放开医疗市场准入，我国医疗服务覆盖的广度和深度都得

到了明显提升，2019 年全国总诊疗人次 83.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6%。截止 2019 年我国三项医疗

保险参合人数达到 13.4 亿人，参保率达到了 98.8%。完善健康保障体系也是“健康中国 2030”中

的重点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指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促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创新，医疗服务行业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2019 年 6 月 12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发布《关于印发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的通知》（国

卫医发〔2019〕42 号），指出：加大政府支持社会办医力度。包括拓展社会办医空间、扩大用地

供给、推广政府购买服务、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等 4 项措施。 

（4）医疗商贸行业 

医药物流的发展，对于我国医药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医药物流有着很大

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随着“两票制”、税收改革、一致性评价等重大医药改革的逐步实施，国家对医药物流行业的

规范性和规模也愈加重视，不断出台政策加大监管力度，推动行业规模发展；医药流通行业发展

也对医药物流行业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医药物流行业处于持续增长阶段。根据中物联医药物流分

会发布的《中国医药物流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8 年，我国医药物流总额达到 33,517 亿元，

较上年同比增长 11.13%，医药物流将至少保持 8%以上的速度增长，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医药物

流总额将会突破 4 万亿元。 

(三)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1,607,910,627.40 12,379,847,716.39 -6.24 12,424,797,554.94 

营业收入 8,766,761,075.94 10,283,639,028.29 -14.75 9,983,246,17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61,314,742.19 22,784,139.99 3,680.33 65,528,72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9,346,878.80 -65,363,569.93   -136,373,09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179,332,481.01 3,305,197,913.92 26.45 3,298,253,664.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30,910,080.55 653,215,493.42 -3.41 959,229,227.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2 0.06 3,433.33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2 0.06 3,433.33 0.16 



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3.54 0.69 增加22.85

个百分点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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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732,709.05 2,145,199,699.05 2,143,498,264.74 2,451,330,4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61,995,312.90 131,294,726.54 109,116,405.68 58,908,29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9,482,505.19 24,984,093.36 -21,048,506.57 -52,764,970.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2,658,715.00 175,375,852.93 164,038,215.47 188,837,297.1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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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8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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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116,947,642 28.77 0 无   国有法人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0 19,348,933 4.76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18,862,200 4.64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540,017 6,540,017 1.61 0 未知   未知 

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0 5,751,408 1.42 0 无   国家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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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628,600 1.38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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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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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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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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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876,676.11万元，比上年同期 1,028,363.90万元减少 14.75%，

实现利润总额 112,062.84万元，比上年同期 24,313.66 万元增长 360.90%，实现净利润 86,008.64

万元，比上年同期 12,221.36 万元增长 603.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6,131.47 万

元，比上年同期 2,278.41万元增长 3,680.33%。 

（1）报告期内，公司出售了子公司长光华医 8.2041%的股权和威士达 60%的股权，增加了公

司投资收益；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受公司股票价格

上升等影响，公司冻结的隋涌等 9名自然人股票的公允价值增长 348.06万元，导致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增长 348.06万元； 

（3）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与去年同期相比发生变化，

主要体现在上海方承和威士达等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剔除上述因素影响后，公司营业

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约 16.63%。 

2、报告期内，新华医疗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开展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指示

精神，以省观摩会为契机，确立了产品结构转型升级、新业态产业链条延伸的中心工作，通过新

模式代替旧模式，实现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增长型转变。 

（1）围绕产品主线，挖掘现有市场新增长。 

公司紧紧围绕打造“设备+耗材”产品结构思路，聚焦突破“设备+耗材”新市场，以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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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撬动新机遇，以配套耗材实现市场可持续发展。巩固和厚植 CSSD主线已有的市场优势，加快

ESSD主线的产品体系构建，导入放疗教学设备新的增长点，发挥制药装备板块整合优势，重塑产

品优势，着力市场倒逼高质量发展。  

（2）加强国际合作，激发产品市场新活力。 

新华医疗进一步与日本莎罗雅株式会社深度合作，将国际领先的手消毒剂和洗手液引入中国

市场，“手清洁-手消毒-手护理”三部曲系列产品的罗蜜保湿护手乳液开发成功并上市，开启了国

内高端手护理产品的新篇章。公司与日本莎罗雅公司合作，实施双品牌战略，共同开发了全球第

一台过氧乙酸低温灭菌器，突破了灭菌剂低温汽化、恒温均布传质、安全防护三大核心技术，已

申请四项国际发明专利，填补了国际空白，并成功打入日本市场。 

（3）强化品牌建设，导入“品牌三角”新理念。 

面对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革命，品牌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品牌将更追求差异化。新华医疗紧

跟品牌建设改革、灵活、实时、预见性、多面性的趋势，将进一步被激发通过差异化和创新性来

扩大品牌优势。新华医疗针对“你知道吗、你了解吗、你认可吗”展开客户品牌认知度调查，导

入“品牌三角”理念让客户全程参与整体解决方案设计，将自己的思想、需求和想法融合进去，

实现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跳出产品同质化怪圈，加大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优化“品牌

三角”，传承红色基因，构建“品牌矩阵”，努力建塑以超越文化为引领的红色文化品牌，为产品

扎根铸魂，脚踏实地赶超进口医疗器械，抢夺进口医疗器械的国内市场份额。 

（4）转变服务理念，探索“三全服务”新模式。 

服务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依托强大的技术、网络和品牌优势，帮助客户降低维护成本，

化解医疗风险，拓展医疗业务，为临床医疗创造更多价值。公司建立了全方位、全时段、全过程

售后码头服务体系，对服务全过程进行管理，保证服务质量。从提供单一服务产品到提供整体服

务解决方案，增强了客户粘性，为持续推送产品和后续服务提供支撑，加强“品牌三角”建设。

公司售后服务团队以严谨的专项技术培训，过硬的业务技能，深厚的实践经验，为客户提供专业、

高效、快捷服务。服务全程呵护设备安全、有效化解医疗风险。码头服务体系，实现了已购设备

不断升级，保持设备技术的先进性，保证客户的设备配置同步于科技发展和医疗技术进步。 

（5）深化生产运行管理，打造精益管理体系。 

明确以“精益”思想作为装备制造企业自动化智能化改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建立以精

益生产管理体系、集中采购管理体系、生产 KPI精准考核体系为支撑的精益管理“软实力”，加快

建设引进自动化产线、智能加工装备、柔性生产车间等精益制造“硬实力”，“软硬兼施”推动制



8 
 

造型企业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 

（6）坚持资本运作道路，协同完善融资渠道。 

公司通过对控股子公司威士达与参股公司华检医疗实施 “现金对价+股份支付”相结合的方

式整合重组，华检医疗成功在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获得良好投资收益和现金，缓解公司资金压

力，建立并完善了公司境外融资渠道。 

（二）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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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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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和企业会计

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

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40,987,048.76 
应收票据 32,872,959.41 

应收账款 2,008,114,089.3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17,775,998.61 
应付票据 223,001,387.38 

应付账款 1,994,774,611.23 

2．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

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

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

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但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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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

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

应收款。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 年 1 月 1 日 

应收票据 32,872,959.41 -32,652,959.41 220,000.00 

应收款项融资  32,652,959.41 32,652,959.4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7,259,735.96 -37,259,735.96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0,953,234.40 140,953,234.4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3,915,393.41 -243,915,393.4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40,221,894.97 140,221,894.97 

其他应付款 445,114,741.16 -6,624,165.45 438,490,575.71 

短期借款 3,498,295,333.17 5,608,949.69 3,503,904,282.86 

长期借款 443,062,400.00 1,015,215.76 444,077,615.76 

 (2)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以下简称新 CAS22）

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以下简称原 CAS22）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贷款和应收款项 1,213,286,168.71 摊余成本 1,213,286,168.71 

应收票据 贷款和应收款项 32,872,959.41 

摊余成本 22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32,652,959.41 

应收账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2,008,114,089.35 摊余成本 2,008,114,089.35 

其他应收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184,153,233.94 摊余成本 184,153,233.94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7,259,735.9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37,259,735.96 

权益工具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3,915,393.4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103,693,4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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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140,221,894.97 

长期应收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875,000.00 摊余成本 875,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贷款和应收款项 3,031,059.00 摊余成本 3,031,059.00 

应付票据 其他金融负债 223,001,387.38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223,001,387.38 

应付账款 其他金融负债 1,994,774,611.23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1,994,774,611.23 

其他应付款 其他金融负债 445,114,741.16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438,490,575.71 

短期借款 其他金融负债 3,498,295,333.17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3,503,904,282.86 

长期借款 其他金融负债 443,062,4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444,077,615.76 

长期应付款 其他金融负债 5,449,775.8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5,449,775.84 

 

(3)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

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

新

计

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

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1月1日） 

A. 金融资产 

a.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和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1,213,286,168.71   1,213,286,168.71 

应收票据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32,872,959.41    

减：转出至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新 CAS22) 
 -32,652,959.41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220,000.00 

应收账款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和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2,008,114,089.35   2,008,114,089.35 

其他应收款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和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184,153,233.94   184,153,2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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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收款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和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875,000.00     875,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和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3,031,059.00     3,031,059.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资产 3,442,332,510.41 -32,652,959.41  3,409,679,551.00 

b.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37,259,735.96    

减：转出至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新 CAS22) 
 -37,259,735.96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加：自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原 CAS22)转入 
 37,259,735.96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原 CAS22)

转入 
 

  

103,693,498.44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140,953,234.4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总金融资产 
37,259,735.96 103,693,498.44   140,953,234.40 

c.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款项融资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加 ： 自 应 收 票 据 ( 原 CAS22)

转入 
 32,652,959.41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32,652,959.4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243,915,393.41    

减：转出至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新 CAS22) 

 -140,221,8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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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转出至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新 CAS22) 
  -103,693,498.44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 CAS22)

转入 
 140,221,894.97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140,221,894.9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总金融资产 
243,915,393.41 -71,040,539.03  172,874,854.38 

B. 金融负债 

a. 摊余成本 

应付票据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和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223,001,387.38   223,001,387.38 

应付账款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和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1,994,774,611.23   1,994,774,611.23 

其他应付款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445,114,741.16    

减：转出至短期借款   -5,608,949.69     

减：转出至长期借款   -1,015,215.76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438,490,575.71 

长期借款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443,062,400.00      

加：自其他应付款转入   1,015,215.76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444,077,615.76 

短期借款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3,498,295,333.17       

加：自其他应付款转入   5,608,949.69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3,503,904,282.86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负债 6,604,248,472.94     6,604,248,47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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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

备/按或有事项准则确认的预计

负债（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

准备（2019 年 1 月 1 日） 

应收账款 221,508,098.68   221,508,098.68 

其他应收款 38,217,150.25   38,217,150.25 

3. 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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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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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淄博众生医药有限公司、北京威泰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山东新华医疗（上海）有

限公司等 82家子公司（其中，子公司 35家，子公司的下属公司 47家）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六和七之说明。 

 

 

 董事长：许尚峰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4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