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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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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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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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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904,57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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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帆医药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股票代码

002019

董事会秘书
冯德崎

证券事务代表
李蕾

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锦绣大道与青龙潭路 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锦绣大道与青龙潭路
交叉口，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交叉口，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0551-62672019

0551-62652019

电子信箱

xz@yifanyy.com

lilei@yifany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产品、原料药和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药品推
广服务。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属于医药制造
行业。医药产品主要有血液肿瘤类、妇科类、儿科类、皮肤类、骨科类等药品；原料药主要
为维生素B5及原B5等产品；高分子材料主要包括PBS、PVB产品。
主要产品如下：
主要类别

主要产品
小儿青翘颗粒
除湿止痒软膏
缩宫素鼻喷雾剂
复方黄黛片
妇阴康洗剂

复方银花解毒颗粒
乳果糖口服溶液

产品功能或用途
疏风清势，解毒利咽，消肿止痛。用于风热乳蛾；证见：发热、咽痛、喉核肿大、舌红、
苔黄等；主治小儿急性扁桃体炎（急乳蛾）具有上述证候者
用于急性、亚急性湿疹证属湿热或湿阻型的辅助治疗
具有加强子宫收缩和可促使乳腺泡周围的平滑肌细胞收缩，促进排乳作用，可用于协助
产妇产后乳腺分泌的乳汁排出
清热解毒，益气生血。用于初治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清热燥湿，除痒止带。用于细菌性阴道病、滴虫性阴道炎、念珠菌阴道炎，且中医辩证
属湿热蕴结者，可改善阴部瘙痒、疼痛，带下量多，尿频、尿急、尿痛症状
疏风解表, 清热解毒。用于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属风热证，症见：发热，微恶风，头
痛，鼻塞流涕，咳嗽，咽痛，全身酸痛，苔薄白或微黄，脉浮数
用于治疗便秘、预防和治疗肝性脑病的口服制剂
本品为利用重组DNA技术生产的人胰岛素，与天然胰岛素有相同的结构和功能。可调节

医药产品
重组人胰岛素

糖代谢，促进肝脏、骨骼和脂肪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促进葡萄糖转变为糖原贮
存于肌肉和肝脏内，并抑制糖原异生，从而降低血糖

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 用于儿童、成人生长激素缺乏症，特纳氏综合症，儿童慢性肾功能不全导致的生长障碍，
素
多巴丝肼片

注射用唑来膦酸浓溶
液

手术、创伤后高代谢状态（负氮平衡），烧伤，脓毒败血症
英文商品名“Madopar”，用于帕金森病、症状性帕金森综合症（脑炎后、动脉硬化性或
中毒性），但不包括药物引起的帕金森综合症
英文名商品名“Zometa”，中文商品名“择泰”，与标准抗肿瘤药物治疗合用，用于治疗实
体肿瘤骨转移患者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骨骼损害。用于治疗恶性肿瘤引起的高钙血症
（HCM）
用于敏感革兰氏阴性杆菌所致的败血症、下呼吸道感染、腹腔和胆道感染、复杂性尿路

注射用头孢他啶

感染和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等。对于由多种耐药革兰氏阴性杆菌引起的免疫缺陷者感
染、医院内感染以及革兰氏阴性杆菌或铜绿假单胞菌所致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尤为适用
又称D-泛酸钙，是辅酶A的前体，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的代谢作用，是人体

原料药

维生素B5

和动物维持正常生理机能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物质，是一种重要的饲料添加剂和食品
添加剂

维生素原B5

又称D-泛醇，是一种优异的皮肤与头发保护剂，主要用于食品、医药、化妆品行业液体

主要类别

主要产品

产品功能或用途
制剂的添加剂和营养增补剂
由丁二酸和丁二醇为原料，经缩合聚合法合成的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简称PBS），是综

PBS

合性能较好的全生物降解材料，用于包装、餐具、化妆品瓶及药品瓶、一次性医疗用品、
农用薄膜、农药及化肥缓释材料、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等领域

高分子材料

聚乙烯醇缩丁醛。PVB产品分为PVB树脂和PVB胶片。PVB胶片是由高粘度的PVB树脂
PVB

经增塑剂塑化挤压成型的一种高分子材料，主要用于飞机、舰船、汽车、建筑物的安全
玻璃以及光伏电池封装膜等

（二）经营模式
1、医药业务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医药产品的市场需求，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了独立完整的采
购、生产、销售和研发体系：
（1）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生产与销售计划对主要中药材、关键原辅包材实行集中招标采购，合理控制来
货频率及数量，有效做好库存管理，从源头控制好物料采购成本和检验成本，保证公司生产
经营工作的正常进行。
（2）生产模式
国内药品生产采用以销定产生产方式，围绕专科领域已上市的重点品种及“531”核心产品
进行销售推广，根据市场销售情况、销售部门的产品需求计划，制定并下达生产计划，由所
属生产企业按GMP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
海外药品业务采用以销定产与受托生产相结合的方式合理安排生产计划，根据市场销售
情况、销售部门的产品需求及客户需求合理安排生产计划，按照符合FDA、EMA等的GMP的
质量标准积极组织生产，确保满足市场与客户需求。
（3）销售模式
公司药品销售与市场推广业务已实现覆盖包括中国境内、韩国、意大利、美国等东南亚
与欧美近40个国家或地区。国内产品业务采用专业化学术推广与合作销售相结合的方式，提
升公司自有或经销产品的市场覆盖率；同时公司利用市场推广优势，与国内外生产企业合作，
负责合作产品的推广，使合作产品市场份额最大化，公司通过收取市场推广服务费等方式获
取收益。海外产品业务主要采用分销合作销售为主，自营销售为辅的销售模式，借助销售区
域第三方销售资源，提升产品销量，进而提升产品市场份额。
（4）研发模式

公司坚持自主研发和合作研发相结合方式进行医药产品研发，针对生物创新药始终坚持
自主研发；而化学仿制药、中成药及医用原料药坚持通过内部技术开发、并借助科研机构、
大专院校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公司研发水平，实现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
2、原料药及新材料业务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原料药及新材料业务的经营模式未有重大变化，仍采用以销定产模式，
由公司原料药及新材料事业部下设的采购中心对外采购原辅材料等，由其下属生产质量中心
结合销售部门的产品需求计划、不同产品的生产周期及物料备货周期制定并下达生产计划，
由原料药及新材料事业部营销中心进行销售。目前原料药及高分子材料产品主要销往海外，
以直销为主，分销为辅。
（三）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1）医药行业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
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按
可比口径计算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指标，2019年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23,908.6亿元，同比增长7.4%，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3.6个
百分点。发生营业成本13,505.4亿元，同比增长5.7%，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
平1.6个百分点。同期实现利润总额3,119.5亿元，同比增长5.9%，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同期整体水平9.2个百分点。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利润率约为13.05%，较上年同期提升0.3个百
分点，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7.19个百分点，但在整体经济形势承压的大
环境下，以及以优化行业结构，提升整体质量水平为导向的系列医药行业政策的陆续出台与
实施，医药制造业整体增速在未来一定阶段内将存在下行压力。

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居民的支付能力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口

老龄化引发的慢性病管理需求提升、城市化及生活环境的问题、亚健康状态普遍引发人们对
健康、营养的关注，成为我国医药市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目前，我国医药行业正处于高质
量发展阶段，未呈现明显周期性特征。
（2）维生素行业
公司维生素B5及原B5等原料药产品是维生素中的细分品种，是中国医药产业中最重要的
一类产品，种类多、出口量大，成为中国四大出口原料药之一，维生素的产能70%左右来自
国内。2019年以来，受非洲猪瘟及禽流感影响导致维生素市场需求减少，使得维生素B5等产
品整体销量较上年下幅较大，使整体维生素产品总体成交量下行压力较大，维生素生产经营
企业业绩面临较大挑战。
但维生素和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总体维生素市场主要来自于动物营养与食品添加剂方
面的增长，该系列产品市场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但就维生素B5系列产品来说，供应端产能
已出现过剩的影响。如果未来维生素市场在原料供应、生产技术、经营模式、销售渠道等要
素上不能对价值链进行有效优化，随着新进产能加入到行业竞争中，将提高行业的周期性特
征。
2、行业地位
医药行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补齐民生短板，实现
医药产业在新常态下的高质量发展，是各利益相关方的一件大事。
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一直坚持 “整合、创新、国际化”的中长期战略目标，目前已初显
效果，已形成了公司药品制剂业务覆盖包括中国、欧洲、北美、南美、亚太、北非和中东等
近40个主要国家或地区，是中国目前为数不多的在国内、欧洲及亚太区域同时拥有药品营销
网络和市场推广的企业之一；药品生产体系通过转型升级，目前四个生产基地函盖了口服固
体制剂、外用制剂、大输液制剂、符合国际标准的大分子生物制剂生产线，以及高活性和普
通的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具有完整合理的产品剂型生产线，同时与国际接轨的质量体系和
GMP管理体系已在同步完善中；公司已建立了涵盖生物药、化药、特色中成药及原料药的研
发基地，在研产品管线较为丰富，并利用拥有DiKineTM双分子和ITabTM免疫抗体两大先进的
生物药创新研发平台，开发了面向包括中国市场在内的全球市场的大分子创新生物药，是中
国第一家生物创新药走出国门，在美国FDA进行II期、III期临床试验的公司。
公司原料药维生素B5及原B5产品70%以上销往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市场占有率
高，居龙头地位。

（四）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2019年度，主要业绩驱动因素为：
（1）报告期内，尽管原料药板块维生素B5类产品受非洲猪瘟、禽流感等影响导致下游
养殖行业对饲料的需求下降，使得维生素B5等产品整体销量较上年下幅较大，但公司充分利
用维生素原B5市场逐渐向好的行情及公司自身产品技术与成本优势，继续保持了领先的市场
地位及市场份额，仍使得原料药板块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2）报告期内，公司国内药品制剂业务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在强化对终端市场把控的
基础上，以独家国家医保目录产品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产品为核心，持续推进基层市场建设，
努力实现公司自产产品突破；同时，公司海外药品制剂业务在前期整合的基础上，经营业绩
也取得了一定的增长。报告期内，公司海内外药品制剂经营业绩的取得为公司整体业绩实现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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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5,186,843,636.05

4,631,795,440.00

11.98%

4,373,293,978.76

903,467,850.51

737,436,708.47

22.51%

1,305,103,508.11

778,921,897.43

718,170,663.06

8.46%

1,254,062,423.77

937,240,420.29

1,170,900,515.24

-19.96%

1,132,728,603.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

0.61

22.95%

1.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0.61

21.31%

1.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4%

11.16%

1.68%

2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9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11,065,799,777.53

9,774,884,476.70

13.21%

8,767,729,780.43

7,499,564,466.16

6,623,948,506.23

13.22%

6,468,495,433.2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1,135,851,745.99

1,381,943,288.94

147,151,836.10

第三季度

338,284,636.93

第四季度

1,278,249,704.18

（1）

256,717,586.18

1,390,798,896.94
161,313,791.30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512,907.75

287,739,585.40

210,952,149.34

-46,570,212.36

158,090,867.41

269,951,155.72

135,717,254.94
555,768,609.52

（3）

注：
（1） 二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其他季度高，主要系原料药价格回升、收到财政补助及于 2019 年 5 月完成
股权激励的授予并确认股权激励费用综合所致。
（2） 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三季度减少，主要系四季度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商誉及长期资产进行减值
测试，计提商誉及长期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3） 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前三季度增长主要系原料药产品价格较前三季度增长及加大应收款项催款力度
综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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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630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46,019

优先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0

优先股股东总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程先锋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42.14%

521,196,307

1.72%

21,235,294

其他

1.15%

14,281,700

境外法人

1.01%

12,510,746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11,710,505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10,617,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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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897,230 质押

98,270,000

质押

9,704,699

金元顺安基金－宁波银行－华润深国投
信托－华润信托·韶夏增利 32 号单一资金 其他
信托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05L-FH002 深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有限责任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深圳国调招商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10,617,647

0.86%

10,617,647

安徽中安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省
中安健康养老服务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其他
限合伙）
#姜维平

境内自然人

0.65%

8,025,300

#黄小敏

境内自然人

0.62%

7,711,106

其他

0.59%

7,318,076

国有法人

0.53%

6,6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姜维平先生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8,000,000 股，黄小敏先生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7,7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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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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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全球经济受中美经贸摩擦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显著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明显加大，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2019年国家持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新的《药品
管理法》的修订从制度上明确了持有人制度，鼓励研发及创新的方向；带量采购在全国推行

满足了患者的用药需求，降低了医保负担，但也促进了行业竞争，推动药品降价和仿制药替
代；一致性评价进程的持续深入，提高了国内仿制药质量水平，实现优胜劣汰，提高行业集
中度；基药目录和医保目录完成新一轮的调整及未来可能的动态调整进一步提高参保人员用
药保障水平，规范医保用药管理，优化药品结构，激发药企对专利药的研发热情；上述各项
政策的执行和落实表明，未来只有具有研发创新能力、具有高临床价值的产品以及具有整合
能力的企业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赢得行业和市场的认可。
2019年是公司转型升级力争突破的一年，也是公司药品制剂业绩力争腾飞起始元年，面
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下行压力，以及政策和市场环境的新变化，董事会始终坚持以“整合、创
新、国际化”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不畏困难、不惧改革，以行业重构带来的变局与机遇为契机，
以坚定的信心朝着既定的目标迈进，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利用维生素B5产品行情好转的有利
情形及公司自身产品技术与成本优势，继续保持了领先的市场地位及市场份额，仍使得原料
药板块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公司国内药品制剂业务，在前期基础夯实的前提下，以“531”
核心产品培育为核心，强化前期已显放量趋势产品的市场推广，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强化
对终端市场的把控，推进基层市场的持续建设，实现公司自产产品新突破，为2019年公司整
体经营目标达成贡献力量；同时公司海外药品制剂业务在前期整合的基础上，持续加大研发
创新力度，加快国际化并购整合，实现公司海外药品业务新突破。报告期内，在全体亿帆医
药人共同努力下实现营业收入518,684.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90,346.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51%。
2019年主要工作如下：
（一）充分利用维生素B5市场价格上涨的有利行情，继续保持了原料药领先的市场地位
报告期内，受非洲猪瘟、禽流感等原因导致养殖行业对饲料的需求下降，使维生素B5等
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超过30%；但同时受环保安全事件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影响，
产能供应相对紧缺，产品价格呈现一定程度的上涨。报告期内，公司原料药板块，依据年初
制定的经营策略，充分利用维生素产品市场价格上涨行情，尽管整体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下
降较大，但公司仍利用自身产品技术与成本优势，继续保持了领先的市场地位及市场份额，
原料药及高分子业务板块整体收入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报告
期内，原料药及新材料事业部实现营业收入152,420.1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9%；
（二）国内核心产品放量速度加快，增速明显，实现自产产品新突破
2019年是国内药品制剂板块整装待发，力争腾飞的启始元年。经过前两年的规划调整，

国内药品制剂整合基本完成，形成了安徽、四川、辽宁为主的生产体系，依据“两票制”、“带
量采购”等药品使用领域出台与实施的新政策，持续调整与优化国内药品营销体系，形成以市
场推广部、医学部、商务及运营中心为支撑，五大区指挥部、省总区域作战部的国内药品营
销中心，打造了一支“简单、高效、纯洁与合规”营销作战队伍，全力推进公司“531”等核心产
品等的销售，使得国内医药板块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报告期内，国内医药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319,283.65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8.59%；
1、“531”核心产品放量明显，实现自有产品新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注重“531”核心品种的市场开拓，逐步打造自营销售模式。新成立的“531”
产品专属销售团队，在市场部门做好核心重点产品的招标挂网、临床路径与专家共识工作的
前提下，利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与医保目录调整及相关有利政策的契机，以开发新客户，突
破新增销售量为核心，基本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报告期内，公司18个“531”核心产品实现的
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70%以上，占国内药品制剂自有产品营业收入60%以上。18个自有
单产品销售收入过千万，集中度越来越高。其中，小儿青翘颗粒市场销售过亿元，乳果糖口
服溶液、缩宫素鼻喷雾剂、除湿止痒软膏销售过五千万；妇阴康洗剂、除湿止痒软膏、皮敏
消胶囊等28个自有产品销量实现翻倍增长。 “531”核心产品培育计划初显成效，产品放量明
显。
2、严控产品质量，做好产能调配，满足销售拓展需要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品质先导、管理规范、运营高效、创新融合”工业管理思路，
以“质量可及、成本可控、交货及时”为目标，严格按照GMP要求组织生产，对公司所属药品
生产型公司进行工艺合规自查并承担相关产品技术攻关工作。报告期内，实现工业体系产品
质量稳定，无药品质量事故发生，无不合格产品等情况。同时，公司按照《药品管理法》和
GMP要求，对质量管理系统、产品生产工艺性能进行持续改进，确保提供高质量且有确切疗
效的价值产品。依据“531”品种战略规划，考虑产能建设周期和药品生产许可认证要求，结合
产品市场销售与需求情况，在现有产品的产能布局基础上，持续推进相关产品所属生产企业
的技改工程建设，重点打造辽宁、四川及安徽药品生产基地，满足销售拓展需要。
（三）引进知名药企原研产品，全方位布局糖尿病领域，深入推进国际化并购整合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国际化战略实施力度，在开拓现有药品市场的同时还积极引进
国外具备独特竞争力的具有高临床价值的产品；购买波兰上市公司佰通公司31.65%的股权，
持续布局糖尿病领域，与公司三代在研胰岛素类似物产品产生协同效应；继续开拓国际销售

网络，在提升现有国际产品销售的同时也为公司在研产品上市后快速进入市场打下坚实的基
础。报告期内，公司海外药品整体实现营业收入46,980.54万元，较上年同期244.36%，药品业
务国际化布局效果显现，为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实现贡献力量。
1、利用现有商务拓展团队，引进国外具备独特竞争力的进口（原研）产品
（1）取得诺华公司泽泰产品亚太区域相关权益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赛臻公司购买了诺华公司原研药品择泰（注射用唑来膦酸）在澳
大利亚、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区域的所有产品权益，
公司借助与诺华公司的合作机会，以及获取的产品与客户资源，进一步补充与丰富了赛臻公
司在亚太地区的产品结构，提升与全球知名药企合作的能力以及在亚太地区的品牌效应，也
进一步提高了赛臻公司在亚太地区现有整体产品市场的占有率与覆盖率，实现与巩固了公司
药品制剂国际化战略。
（2）取得豪夫迈·罗氏有限公司原研产品注射用更昔洛韦（Cymevene）中国境内的独家
经销权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NovoTek公司取得豪夫迈·罗氏有限公司原研产品更昔洛韦在中国
境内的独家经销权，一方面体现了公司在引进进口产品，尤其是引进国际知名药企原研产品
的能力得以提升；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丰富了公司进口产品结构，并借助原研品牌进一步提升
了公司营销领域的影响力及学术推广能力，并将最终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2、持续布局胰岛素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基于持续布局胰岛素领域，实现药品制剂国际化战略，分别通过收购优
势公司及新加坡东人100%股权的方式间接取得了佰通公司31.65%股权。成为佰通公司第一大
股东后，公司将借助佰通公司在胰岛素的产能、研发、生产及注册等经验与优势，为公司三
代胰岛素在研产品的后续研发、生产及商业化奠定基础。
3、继续夯实与提升生物创新药生产基地的生产能力与质量水平，满足在研产品后续上市
及商业化生产需求
报告期内，北京健能隆持续做好在研产品F-627商业化阶段前的生产工作，完成九批原液
工艺验证生产，以及六批制剂工艺验证生产，并利用外部专家资源按照中国及美国的GMP标
准，对生产现场进行全面模拟审查，为F-627后续上市申请及商业化阶段的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四）成立亿帆化药（小分子）事业部，开始布局先仿后创的小分子“研产销”一体化
公司结合“整合、创新与国际化”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在亿帆原料药、亿帆国内制剂及生

物药与胰岛素海外布局基本完成的前提下，以亿帆制药为主体，整合亿帆研究院、西藏恩海、
进口产品销售事业部及国内外的小分子相关业务，成立全新的亿帆化药（小分子）事业部。
以承接高端制剂产品的现有生产线为基础，努力建成满足中国、欧盟、美国的GMP标准，并
具备同时生产细胞毒与非细胞毒的小分子注射剂生产基地。以亿帆制药具体承接的原国药一
心制药有限公司在研产品及亿帆研究院在研的化药（小分子）注射剂产品为基础，通过合作
开发与海外引进等方式，现已形成合计拥有36个处于研发阶段、6个处于报产阶段及8个已上
市产品的产品结构，同时整合公司现有血液肿瘤、进口产品的营销与市场推广团队，形成了
更加专业、合规的市场推广团队。
报告期内，亿帆制药完成了项目主体建筑建设，5条生产线及配套工程投入使用，顺利通
过药品生产许可的现场核查，取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书，并按计划完成氯法拉滨注射液、盐
酸氨溴索注射液以及普乐沙福注射液等多个产品的工程批或验证批生产。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亿帆制药已完成佰通公司重组人胰岛素在中国境内分包装生产的GMP现场检查，具备分包装
生产能力。
（五）持续推进核心在研产品研发进展，提升公司创新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以现有在研产品，尤其是核心在研产品为主，
加强项目管理，合理评判不同阶段的研发风险，确保重点研发项目开发进展，报告期内，累
计研发投入49,761.73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在研的6个维生素项目进展较为顺利，均按年初制定的计划有效推进，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其中一个产品基本具备了实施商业化的条件；同时，公司在与美国Amyris
公司合作开发两个维生素产品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拟利用Amyris公司在生物合成方
面的技术优势，结合公司在维生素领域长期形成的品牌、质量标准、成本控制及市场等方面
的优势，进一步就5个维生素产品达成战略合作，优化与丰富了公司的维生素产品类型与结构，
避免单一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业绩带来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在研产品F-627国内外研发均取得了阶段性进展。2019年6月完成国内III
期临床病人出组，以及在美国与欧洲共41个临床试验中心全部病人的入组。截止本报告披露
日，在研项目F-627国内III期临床统计结果表明F-627中国III期临床试验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结
果均已全面达到临床试验预设评价标准；同时，F-627国际第二个III期临床试验也完成了末例
受试者的末次访视，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数据统计与分析。报告期内，公司全球首创生物药F-652
成功完成了在美国开展的GVHD及酒精性肝炎适应症的IIa临床试验，均达到预设临床试验目

标，其中F-652治疗GVHD的适应症于2019年10月成功获得美国FDA孤儿药资格认定；在研产
品A-319完成所有临床试验准备，并正式进入I期临床试验。完成中药创新药断金戒毒胶囊I期
临床41例受试者的入组。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完成1个头孢类产品一致性评价的申报。
（六）完善财务管理体系，实施国内外信息化建设，推进全面预算，紧密关注外汇和拓
展融资渠道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管理中心依据既定发展战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紧紧围绕业务发展、
内部管控等需要，引进国际化财务管理团队，筹划境外税收管理架构，衔接国内外业务、研
发等财务管理工作，完善财务管理体系；推进国外公司信息化建设，同步国内外信息，为国
内外统一管理简化业务流程，优化管控模式，提升沟通效率。
公司以预算管理为抓手不动摇，全面推进预算工作，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合理引导资源
使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率，为公司战略目标实现的提供保障；同时，紧密关注国际形势变化，
合理安排套期保值比例，降低汇率风险；拓展多种渠道融资，为公司的发展战略布局提供资
金保障。
（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打造“以结果为导向，为目标负全责”的当责企业文化
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核心资源，公司高度重视人才储备和培养，努力搭建素质优良、层
次合理、专业匹配的人才队伍，以有效支撑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和战略实现。2019年是公司
转型升级战略力求突破的一年，也是公司力争业绩突破与腾飞的元年，为了进一步建立、健
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公司实施了限制性股权
激励计划。另一方面，为激发员工的责任和活力，公司进一步丰富和创新企业文化表现形式，
通过推广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当责文化，引导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结果为导向，为目
标负全责；此外，公司还注重软实力锻造，通过开展行为规范文化课、组织召开高管见面会、
创新内部沟通渠道等方式，不断强化全员目标共识，全力营建“顺心、开心、主动做事、主动
担责”的工作氛围，助推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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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医药产品

2,022,314,187.77

910,701,685.41

45.03%

27.29%

24.72%

-0.93%

医药服务

1,640,327,650.40

417,550,916.10

25.46%

10.25%

7.20%

-0.72%

原料药

1,235,722,969.87

984,576,605.03

79.68%

-2.45%

15.89%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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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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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政部分别于2019
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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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46,231,417.90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893,310,888.36元；
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
2019年度第七届董事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53,923,085.11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363,040,550.96元。
会第四次会议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增“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本期金额0.00元。

说明：1）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2）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
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2）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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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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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
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公允价 2019年度第七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 融 资 产 ： 减 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届董事会第四 10,081,627.26元，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负债）：减少0.00元
产（负债）（含其他流动资产）”重分类

次会议

至“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减少2,063,035.15元。其他流动资产中理财产品：减少125,5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增加0.00元
元。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135,581,627.26元，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加
2,063,035.15元。

（2）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至“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应收票据：减少46,231,417.90元

应收票据：减少0.00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46,231,417.90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0.00元

其他综合收益：0.00元

其他综合收益：0.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0.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0.00元

（3）合并范围内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减少0.00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0.00元，净利

计提方法变更为“预期损失法”

润增加0.00元。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减少496,260,117.38元，递延所得
税 资 产 减 少 124,065,214.77 元 ， 净 利 润 增 加
372,194,902.61元。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
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货币资金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627,296,500.9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10,081,627.26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10,081,627.26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46,231,417.9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893,310,888.36

应收款项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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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摊余成本

新金融工具准则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持有至到期投资

摊余成本

1,627,296,500.98

46,231,417.90

893,310,888.36

134,240,960.51 其他应收款
债权投资

摊余成本
摊余成本

134,240,960.51

原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新金融工具准则
账面价值

(含其他流动资产)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含其他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债务工具)

摊余成本

(含其他流动资产)
125,500,000.00

其他债权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含其他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收益 (权益工具)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2,063,035.1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125,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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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2,063,035.15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货币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量类别
摊余成本

新金融工具准则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400,899,076.21 货币资金

计量类别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543,334,203.47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账面价值
400,899,076.21

1,543,334,203.47

原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持有至到期投资

计量类别
摊余成本

(含其他流动资产)

新金融工具准则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债权投资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摊余成本

(含其他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含其他流动资产)

收益(债务工具)

其他债权投资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含其他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 (权益工具)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长期应收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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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摊余成本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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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
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
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
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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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说明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数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627,296,500.98

1,627,296,500.98

不适用

135,581,627.26

135,581,627.26

135,581,627.26

10,081,627.26

不适用

-10,081,627.26

-10,081,627.26

-46,231,417.90

-46,231,417.90

46,231,417.90

46,231,417.90

-125,500,000.00

-125,500,000.0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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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6,231,417.90

应收账款

893,310,888.36

893,310,888.36

不适用

46,231,417.90

81,642,581.61

81,642,581.61

134,240,960.51

134,240,960.51

存货

477,832,061.25

477,832,061.25

持有待售资产

205,209,680.07

205,209,680.07

219,641,278.62

94,141,278.62

3,695,486,996.56

3,695,486,996.56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不适用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43,740,093.9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投资性房地产

43,740,093.97

25,042,019.21

25,042,019.21

固定资产

860,921,160.48

860,921,160.48

在建工程

215,348,027.19

215,348,027.1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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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

401,537,167.54

401,537,167.54

开发支出

1,617,153,137.22

1,617,153,137.22

商誉

2,645,166,436.50

2,645,166,436.50

42,690,840.70

42,690,840.7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6,641,913.65

126,641,913.6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1,156,683.68

101,156,683.68

非流动资产合计

6,079,397,480.14

6,079,397,480.14

资产总计

9,774,884,476.70

9,774,884,476.70

1,305,524,786.74

1,305,524,786.74

不适用

2,063,035.15

2,063,035.15

2,063,035.15

2,063,035.15

不适用

-2,063,035.15

-2,063,035.15

应付票据

53,923,085.11

53,923,085.11

应付账款

363,040,550.96

363,040,550.96

预收款项

60,315,156.68

60,315,156.68

64,852,274.84

64,852,274.84

应交税费

130,946,749.90

130,946,749.90

其他应付款

256,756,491.84

256,756,491.84

158,813,393.97

158,813,393.97

2,396,235,525.19

2,396,235,525.19

32,195,983.18

32,195,983.18

6,378,971.60

6,378,971.60

12,688,755.12

12,688,755.12

1,230,840.00

1,230,840.00

长期待摊费用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20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递延收益

29,176,305.07

29,176,305.07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4,096,254.69

204,096,254.69

其他非流动负债

205,209,680.07

205,209,680.07

490,976,789.73

490,976,789.73

2,887,212,314.92

2,887,212,314.92

1,027,268,194.68

1,027,268,194.68

2,688,709,201.55

2,688,709,201.55

7,714,452.70

7,714,452.70

专项储备

23,160,376.49

23,160,376.49

盈余公积

135,305,989.95

135,305,989.95

未分配利润

2,741,790,290.86

2,741,790,290.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623,948,506.23

6,623,948,506.23

少数股东权益

263,723,655.55

263,723,655.55

所有者权益合计

6,887,672,161.78

6,887,672,161.7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774,884,476.70

9,774,884,476.70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一般风险准备

各项目调整情况的说明：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数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400,899,076.21

400,899,076.21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不适用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1,543,334,203.47

2,039,594,320.85

4,224,932.48

4,224,932.48

496,260,117.38

496,260,117.38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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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合计

1,948,458,212.16

2,444,718,329.54

496,260,117.38

496,260,117.38

-124,065,214.77

-124,065,214.77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不适用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919,191,003.0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投资性房地产

3,919,191,003.01

19,714,937.27

19,714,937.27

1,330,001.11

1,330,001.11

无形资产

362,392.22

362,392.22

开发支出

85,377,358.57

85,377,358.57

3,339,527.81

3,339,527.8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6,504,237.24

2,439,022.47

其他非流动资产

68,779,904.00

68,779,904.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4,224,599,361.23

4,100,534,146.46

-124,065,214.77

-124,065,214.77

资产总计

6,173,057,573.39

6,545,252,476.00

372,194,902.61

372,194,902.61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不适用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1,965.00

71,965.00

应付职工薪酬

2,270,346.21

2,270,346.21

应交税费

5,706,746.27

5,706,746.27

819,101,734.16

819,101,734.16

152,600,000.00

152,600,000.00

1,229,750,791.64

1,229,750,791.64

32,000,000.00

32,000,000.00

预收款项

其他应付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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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2,000,000.00

32,000,000.00

1,261,750,791.64

1,261,750,791.64

1,206,974,577.00

1,206,974,577.00

3,031,877,140.53

3,031,877,140.53

盈余公积

161,603,532.64

161,603,532.64

未分配利润

510,851,531.58

883,046,434.19

372,194,902.61

372,194,902.61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11,306,781.75

5,283,501,684.36

372,194,902.61

372,194,902.6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173,057,573.39

6,545,252,476.00

372,194,902.61

372,194,902.61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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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二节、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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