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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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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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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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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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公司拟以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88,634万股扣减不能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目前已

回购股1,553.6093万股后， 即87,080.3907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16.14元 （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40,

547.75059万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同时以上述87,080.3907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为公司股本发行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鉴于公司正在实施股份回

购事项，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公司分配基数发生变动的（总股本减去公司已回购股份），分红转增应以公司

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分配基数，保持每10股派发现金16.14元人民币（含税）、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3股不变的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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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长制药 60385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蒲晓平 吴兵

办公地址 山东省菏泽市中华西路369号 山东省菏泽市中华西路369号

电话 0530-5299167 0530-5299167

电子信箱 ir@buchang.com ir@buchang.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属于中成药生产行业（行业编号2740）。公司主要从事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涉及心脑血管疾病中成药领域，同时也覆盖妇科用药等其他领域。 根据营业执照，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

剂（蜜丸、浓缩丸、水丸、水蜜丸）、口服液。

公司充分发挥中药在心脑血管用药领域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化药、生物药在心脑血管领域的地位，培育出了脑心通胶囊、稳心颗粒、丹

红注射液和谷红注射液四个独家专利品种，治疗范围涵盖中风、心律失常、供血不足和缺血梗塞等常见心脑血管疾病。公司脑心通胶囊、稳

心颗粒、丹红注射液和谷红注射液市场地位突出，四项产品2018年的合计收入达91.43亿元。

为了增加中成药产品梯队，公司近年又培育出了灯盏花素氯化钠注射液（独家生产），治疗范围：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如脑梗

塞，脑出血后遗症所致偏瘫；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及高粘血症等；和其他缺血性及伴有微循环障碍性疾病。 该产品2018年的收入为

0.26亿元。

为了适应心脑血管市场的快速增长及中药行业政策的变化，公司近年还在化药与生物药方面积极布局，培育出了多个化药类型注射

液和口服液产品。

在化药领域，公司培育出了参芎葡萄糖注射液（全国仅两家生产企业），用于闭塞性脑血管疾病及其他缺血性血管疾病。 该品种2018

年的收入为2.84亿元；

复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独家、专利品种），用于治疗脑卒中、老年性痴呆，颅脑损伤、脊髓损伤及创伤性周围神经损伤，用于治疗脑部

疾病引起的功能障碍。 该品种2018年的收入为5.05亿元；

复方曲肽注射液（独家、专利品种），用于治疗脑卒中等急慢性脑血管疾病，老年性痴呆，颅脑外伤、脊髓损伤等原因引起的中枢神经

损伤、周围神经损伤、脑血管意外创伤及创伤后的神经系统后遗症，以及脑血管疾病引起的脑功能障碍等后遗症；用于治疗闭塞综合征、动

脉硬化、血栓性静脉炎、毛细血管出血以及血管通透性升高引起的水肿。 该品种2018年的收入为3.55亿元；

银杏蜜环口服溶液（独家、专利品种），主要用于冠心病、心绞痛、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可改善心、脑缺血性症状。 该品种2018年的收入

为2.79亿元。

在生物制药领域，公司在上市前后已陆续布局，在四川泸州高新区医药产业园建设生物制药基地及新药产业化基地，先期用地300多

亩，建筑总面积7.42万平方米，第一期计划投资6.97亿元。 目前，10项生物制品（含8项1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正在研发，部分项目已进入临

床II期或III期阶段，覆盖肿瘤、骨质疏松、贫血、关节炎、心脑血管等范围。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原料主要为三七、丹参、红花、党参、水蛭、全蝎、黄精等中药材及辅料、包装材料等。对于中药材，公司已在山东和新疆分

别建立了丹参和红花的种植基地，已通过中药材GAP认证；同时，公司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按照实际需求、根据市场价格签

订采购合同；对于设备、包装材料等，公司多通过招标或询价方式进行采购。

2、生产模式

各药厂采用总经理负责制，设有生产部、质量部等管理部门，对日常的生产及质量等活动进行全面管理。 为进一步加强和协调下属子

公司的管理，公司设有生产运营管理中心，对整个生产系统的工作进行督查、评估、指导与支持。 公司生产过程遵循GMP规范，严格执行产

品工艺规程、岗位标准操作规程、设备标准操作规程和卫生清洁操作规程，并制定了相关制度规范，加强对生产与质量管理的内部控制。

3、销售模式

公司营销中心负责统一管理销售业务，包括经销商的选择与管理、销售合同的签订、销售政策的制定、统筹安排专业化学术推广营销

活动等。 根据区域和产品的特点，营销中心下设销售事业部，事业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产品销售、学术推广、向经销商分配销售任务、组织

签订销售合同、回款及收集市场反馈信息等。 公司通过事业部派驻专业学术推广队伍、与经销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了覆盖全

国34个省级行政区域中除港澳台之外所有地区的营销网络。

（三）行业情况说明

1、我国医药行业的整体发展概况

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卫生总费用不断上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我国卫生总费用从2003年的6,584.10亿元增加

至2017年的52,598.2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3年的4.82%提升至2017年的6.41%。 人均卫生费用从2003年的509.50元增加至

2017年的3,783.83元。

与此同时，我国医药产业发展态势整体向好，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提速。根据米内网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蓝皮

书》显示，2017年规模以上医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29,826.0亿元,同比增长12.2%,增速较2016年提高2.3个百分点,恢复至两位数增长。 各

子行业中,增长最快的是中药饮片加工业和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业。 2017年医药产业各子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如下表：

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同比（%） 比重（%）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4,991.7 14.7 16.7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8,340.6 12.9 28.0

中药饮片加工 2,165.3 16.7 7.3

中成药生产 5,735.8 8.4 19.2

生物药品制造 3,311.0 11.8 11.1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2,266.8 13.5 7.6

制药专用设备制造 186.7 7.7 0.6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2,828.1 10.7 9.5

合计 29,826.0 12.2 100.0

随着医药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 �医药工业利润总额稳定增长。 根据米内网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蓝皮书》 显示，

2017年,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519.7亿元,同比增长16.6%。利润增速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行业整体盈利水平得到提高。各子行

业中,增长最快的是生物药品制造业和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业,产业发展动力不断向高附加值产品转移。 2017年医药产业各子行业利润总

额如下表：

行业 利润总额（亿元） 同比（%） 比重（%）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436.1 13.7 12.4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1,170.3 22.1 33.2

中药饮片加工 153.4 15.1 4.4

中成药生产 707.2 10.0 20.1

生物药品制造 499.0 26.8 14.2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213.9 14.4 6.1

制药专用设备制造 14.7 -8.1 0.4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325.1 6.9 9.2

合计 3,519.7 16.6 100.0

2、我国中成药行业发展概况

近年来，我国中成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根据《2017年度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蓝皮书》和中商情报网显示，我国的中成药工业取得了快

速的发展，2012年-2016年5年复合年增长率为14.2%。 2016年中成药工业总产值达7,223亿元，同比增长9.04%。 如下表所示：

年份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中成药工业总产值（亿元） 4,253 5,242 6,141 6,624 7,223

同比增长率 20.80% 23.26% 17.15% 7.87% 9.04%

资料来源：《2017年度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蓝皮书》、中商情报网

未来我国的中成药行业，将更多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和制药手段，开发现代中药新药及天然药物，逐步实现中药的现代化、国际

化。

3、心脑血管疾病用药市场情况

心脑血管疾病是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的统称，泛指由于高脂血症、血液黏稠、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等所导致的心脏、大脑及全身

组织发生缺血性或出血性疾病的统称。

心脑血管疾病用药一直是全球医药市场的前三大用药品种。 根据《心脑血管中成药市场研究报告（2016年度）》统计，在我国中成药

临床终端市场，2012年至2016年间，我国心脑血管疾病中成药市场销售额从783亿元增长到1,193亿元，2016年较2015年增长10.13%。

根据米内网的数据显示，自2013年至2017年，心脑血管类疾病用药始终属于中成药临床终端用药的第一大类，如下表所示：

类别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心脑血管疾病用药 41.46% 40.46% 38.96% 39.43% 38.81%

呼吸系统疾病用药 13.05% 13.14% 13.59% 13.97% 13.75%

肿瘤疾病用药 9.10% 9.46% 9.37% 9.49% 9.38%

骨骼肌肉系统疾病用药 7.77% 7.85% 8.19% 7.92% 8.08%

消化系统疾病用药 6.29% 6.40% 6.63% 6.51% 6.73%

妇科用药 6.02% 6.01% 6.16% 5.99% 5.93%

泌尿系统疾病用药 5.51% 5.56% 5.73% 5.60% 5.87%

神经系统疾病用药 3.08% 3.14% 3.16% 2.98% 3.04%

五官科用药 2.58% 2.62% 2.62% 2.51% 2.57%

儿科用药 1.76% 1.86% 2.09% 2.25% 2.42%

补气补血类用药 1.54% 1.64% 1.63% 1.60% 1.65%

皮肤科用药 0.97% 1.01% 0.98% 0.93% 0.95%

其它用药 0.88% 0.84% 0.88% 0.81% 0.81%

资料来源：米内网中药竞争格局系统（抽样全国9个重点城市样本医院的数据）

根据《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蓝皮书》（2018年）中，城市公立医院中成药用药市场各大类市场份额显示，心脑血管用药市场份额仍保持

领先，具体如下：

类别 2017年

心脑血管疾病用药 35.84%

肿瘤疾病用药 14.16%

呼吸系统疾病用药 11.49%

泌尿系统疾病用药 7.23%

骨骼肌肉系统疾病用药 7.05%

消化系统疾病用药 6.91%

妇科用药 5.96%

神经系统疾病用药 3.08%

五官科用药 2.54%

儿科用药 2.38%

补气补血类用药 1.51%

皮肤科用药 1.26%

其他用药 0.60%

资料来源：米内网《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蓝皮书》（2018年）

近年来，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用药市场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老龄人口的增加和发病率的上升将推动市场的增长。《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

趋势预测研究报告》（由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出具）指出，2001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在

全国人口中比重不断扩大。

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的不断上升亦将增加药物需求。 根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7》数据显示，推算现中国心血管病病患人数为2.9亿

人。 心脑血管疾病中多数病种为长期慢性病，其中的中风、厥心痛、头痛、眩晕、心悸怔忡、健忘等均属中医药治疗的优势病种。 中成药在治

疗慢性病方面具有辨证施治、标本兼顾等独特优势，因此，心脑血管中成药在医院终端中成药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连续多年市场份额

都在35%以上。

4、妇科用药市场情况

根据《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蓝皮书》（2018年）显示， 2017年妇科用药占中成药用药市场各大类市场份额如下表所示：

类别 市场份额占比（%）

城市公立医院 5.96

县级公立医院 8.15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女性自我保健意识的提高，妇科用药的市场规模也将随之增大，并且与西药容易产生耐药性相比，中药具有安

全、综合治疗、有益补等优点，更符合中国女性的用药习惯，未来妇科用药中成药市场将稳定的增长。 我国妇科用药TOP20格局如下表：

排名 通用名

市场份额

2017

1 益母草 7.35%

2 妇科千金 3.76%

3 桂枝茯苓 2.86%

4 宫炎平 2.36%

5 保妇康 2.27%

6 康妇炎 2.25%

7 红核妇洁 2.19%

8 红花逍遥 2.08%

9 新生化 1.96%

10 坤泰 1.93%

11 妇乐 1.83%

12 葆宫止血 1.74%

13 金刚藤 1.56%

14 固肾安胎 1.53%

15 乳癖散结 1.44%

16 八珍益母 1.43%

17 红金消结 1.41%

18 妇炎消 1.39%

19 苦参 1.32%

20 克痒舒 1.27%

5、肿瘤疾病用药市场情况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自2013年至2017年，肿瘤疾病用药销售趋势如下表所示：

类别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市场份额 9.10% 9.46% 9.37% 9.49% 9.38%

销售额（万元） 1,937,225 2,259,716 2,409,523 2,614,827 2,672,545

根据上表， 肿瘤疾病用药占中成药市场的份额占比总体稳定。 中成药在肿瘤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其销售额不断增长，

2013年我国肿瘤疾病用药的销售额为194亿元，到2017年，肿瘤疾病用药的销售额已达267亿元。

抗肿瘤中成药毒副作用少、临床应用广、提高免疫能力明显，是辅助肿瘤治疗的最佳药物。一般应用在恶性肿瘤的早期，该时期病例手

术治疗的治愈率较高，但术后病人免疫力会严重受损，采用中医药扶正祛邪的方法，如益气养血，活血化淤，滋补肝肾等，能使手术创伤尽

快愈合，免疫力恢复。

6、生物药市场情况

生物制药是指把生物工程技术应用到药物制造领域的过程，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基因工程方法。 生物药品是以微生物、寄生虫、动物毒

素、生物组织为起始材料，采用生物学工艺或分离纯化技术制备并以生物学技术和分析技术控制中间产物和成品质量制成的生物活化制

剂，包括菌苗、疫苗、毒素、类毒素、血清、血液制品、免疫制剂、细胞因子、抗原、单克隆抗体及基因工程产品。

根据分寸资本生物制药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生物药市场规模为984亿元，2016年增长至1,344亿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0.95%。 生物药在全国药品市场比重由8.7%上升至9.0%。 目前国内生物产业规模为4万亿元。 国家“十三五”规划指出，预计2020年中国

生物产业规模达到8-10万亿元，2016-2020年生物产业增速在18.9%－25.7%，生物制药为生物产业中重大布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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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5,001,188.04 19,196,702,576.68 4.31 18,674,955,066.68

营业收入 13,664,752,613.57 13,863,918,661.24 -1.44 12,320,883,10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88,405,372.55 1,637,952,317.97 15.29 1,769,364,64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529,078,790.30 1,453,041,841.14 5.23 1,538,498,04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734,528,058.62 13,142,257,608.47 4.51 12,606,015,914.9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50,837,314.24 1,961,975,603.38 4.53 1,668,783,082.46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2.1309 1.8480 15.31 2.1516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2.1309 1.8480 15.31 2.151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95 12.81 增加1.14个百分点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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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0,784,526.12 3,317,217,309.59 3,538,346,462.87 4,378,404,31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239,756.92 494,676,278.91 514,724,540.54 672,764,79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6,787,610.75 367,622,133.87 428,235,633.72 566,433,41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338,497.63 1,377,968,110.84 705,284,343.36 -172,753,6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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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4,66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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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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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长（香港）控股有限公

司

87,152,166 377,659,386 42.61 377,659,386

质

押

238,278,955

境外

法人

首诚国际（香港）有限公

司

14,688,000 63,648,000 7.18 63,648,000 无

境外

法人

North� Haven� TCM�

Holding�Limited

5,691,600 24,663,600 2.78 无

境外

法人

天津宝凯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672,000 15,912,000 1.80 无 其他

西藏丹红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3,622,795 15,698,779 1.77 15,698,779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辉华亚太有限公司 3,580,200 15,514,200 1.75 无

境外

法人

西藏大中宏宇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705,345 10,467,961 1.18 无 其他

广州中大二号投资有限

公司

2,366,420 10,254,488 1.16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1,836,000 7,956,000 0.90 无 其他

天津澳特莱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836,000 7,956,000 0.9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步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首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大得

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赵涛；西藏丹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为赵晓红。 赵涛、赵晓红为夫妻；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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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66,475.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8,840.54万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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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公司对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1.资产负债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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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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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利润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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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

期初及上期（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明细情况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1,355,036,086.1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821,971,067.24

应收账款 1,466,934,981.10

应收利息 0

其他应收款 701,056,087.12应收股利 0

其他应收款 701,056,087.12

应付票据 2,60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47,146,834.10

应付账款 744,546,834.10

应付利息 1,884,639.12

其他应付款 2,163,733,807.24应付股利 0

其他应付款 2,161,849,168.12

管理费用 1,062,064,130.92

管理费用 572,698,607.13

研发费用 489,365,5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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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

司、辽宁奥达制药有限公司、邛崃天银制药有限公司、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吉林步长制药有限公司等29家公司。报告期内本集团无减少

的子公司，新增吉林步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和湖北步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两家子公司以及SHEN� ZHOU� TECHNOLOGY� LLC一家孙

公司。 详见第十一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证券代码：

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

2019-046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年度）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年度）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发出，会议于2019年4

月25日上午11时30分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15人，实参会董事15人，会议由董事长赵涛先生主持。 会议出席人数、召开和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研究，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总结公司董事会2018年度的工作情况，董事会

编制了《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公司2018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总结公司总裁2018年度的工作情况，公司总裁

编制了《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

规定，为总结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在2018年度的工作情况，公司独立董事撰写了《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议案尚需在股东大会听取。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经营情况的有效监督，公司董事会下设了专门的审计委员会。为总结公司董事会的审计

委员会2018年度的履职情况，审计委员会编制了《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

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关于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本次年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及经营状况，并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XYZH/2019CDA30040）。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结合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日

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董事会对公司2018年12月31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并编制了《山东

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经营以及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为更好的回报广大投资者，在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保障公司正常运营和长远

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提出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拟以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88,634万股扣减不能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目前已回购股1,553.6093万股后， 即87,080.3907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16.14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40,547.75059万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

度；同时以上述87,080.3907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为公司股本发行溢价所

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鉴于公司正在实施股份回购事项，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公司分配基数发生变动的（总股本减去公司已

回购股份），分红转增应以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分配基数，保持每10股派发现金16.14元人民币（含税）、资本公

积金每10股转增3股不变的原则。

本事项属于差异化分红，同意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差异化分红事项相关规定办理手续。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关于公司聘任2019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拟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担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聘期为自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按市场及服务质量确定相关费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8）。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2018年度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为人民币696,378.00万元，实际发生累计总额为人民币1,203.59万元。 2019年度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总额预计人民币238,818.00万元。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5）。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涛、赵超、王益民、薛人珲、李伟军、赵菁、蒲晓平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的专项报告》（ 公告

编号：2019-049）。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关于审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预计新增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非全资子公司）2018年度的生产经营等资金需求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预计新

增融资总额为88亿元（累计发生额）。 上述融资额度可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总额度78亿元），以及公司与非全资子公司（总额度10亿

元）之间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在78亿元额度内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与非全资子公司之间在10亿元额度内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上述担保额度可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公司及非全资子公司之间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预

计新增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0）。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关于审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预计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针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的对外捐赠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预计对外捐赠总额不超过8,600万元（累计发生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可以在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在帮助社会抵抗自然灾害、构建和谐生态环境、救助危困群体、增加社会福利

等公益性社会活动中捐赠财产。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拟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

元的自有资金开展理财业务，购买包括但不限于固定收益型或浮动收益型的存款类产品和理财产品。 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二

个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有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2）。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6、《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本次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7、《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8年9月30日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山东步长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部分条款进

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8、《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8年9月30日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山东步长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工作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9、《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8年9月30日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步长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

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8年9月30日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步长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

订。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1、《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8年9月30日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2、《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8年9月30日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3、《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8年9月30日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4、《关于制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保护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的通知》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制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保

护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5、《关于制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人才推荐及奖励制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对人才储备的需求，提高人才引进工作的效率，激发公司员工推荐外部优秀人才的积极性，公司拟制订《山东步长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人才推荐及奖励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6、《关于制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为强化商誉减值的会计监管，进一步规范公司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4]54号）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制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内部控制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7、《关于公司与关联人拟共同投资设立宁波步长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配合大健康战略，公司拟增加“食品”等经营范围，基于此，公司拟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宁波步长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

工商局核准为准）。 此外，为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促使项目推荐者、管理者、介入者等维护公司核心利益，推动公司与各方的利益形成共

赢局面，为公司及股东创造最大价值，根据《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项目跟随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薛人珲（公司董

事、销售副总裁）、王益民（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王一强（公司事业三部总经理、销售新设企业产品的事业部负责人）、张莹（公司

事业三部市场总监、销售新设企业产品的事业部负责人）、任荣博、陈剑锋（公司事业三部销售总监、销售新设企业产品的事业部负责

人）、王喜习（公司事业三部产品经理、销售新设企业产品的事业部负责人）、石月利（公司事业一部总经理、销售新设企业产品的事业部

负责人）拟对本次投资进行跟投。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关联人拟共同投资设立

公司（宁波步长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3）。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益民、薛人珲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8、《关于公司与关联人拟共同投资设立浙江步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实现公司从销售型向科研型转换、从天然药物（中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向全医药产业链转换、从本土化向全球化转换的

发展规划，公司拟涉足医疗器械等领域，基于此，公司拟与他方合作投资设立浙江步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

核准登记为准）。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关联人拟共同投资设立

公司（浙江步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4）。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益民、薛人珲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9、《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颁发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2017年以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

产转移》（财会〔2017〕8号）、《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通知》（财会〔2017〕9号）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四项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拟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1）。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0、《关于提请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需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

有关规定，公司拟于2019年6月26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公告编号：2019-056）。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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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年度）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年度）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发出，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9时以现场加通

讯方式召开，应到监事7人，实到7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吕宏强先生主持。 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本次年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及经营状况，并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XYZH/2019CDA30040）。

与会监事对2018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与会监事认为：

（1）公司2018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8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8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2018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结合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日

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董事会对公司2018年12月31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并编制了《山东

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与会监事经审议后认为，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内控管理体系，内部控制制度在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

等各个方面规范、严格、有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

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经营以及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为更好的回报广大投资者，在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保障公司正常运营和长远

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提出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拟以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88,634万股扣减不能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目前已回购股1,553.6093万股后，即87,080.3907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16.14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40,547.75059万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同时以上述87,080.3907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为公司股本发行溢价所形成

的资本公积金，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鉴于公司正在实施股份回购事项，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公司分配基数发生变动的（总股本减去公司已

回购股份），分红转增应以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分配基数，保持每10股派发现金16.14元人民币（含税）、资本公

积金每10股转增3股不变的原则。

本事项属于差异化分红，同意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差异化分红事项相关规定办理手续。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关于公司聘任2019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拟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担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聘期为自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按市场及服务质量确定相关费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8）。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2018年度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为人民币696,378.00万元，实际发生累计总额为人民币1,203.59万元。 2019年度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总额预计人民币238,818.00万元。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5）。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的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2019-049）。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总结公司监事会2018年度的工作情况，监事会

编制了《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关于审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预计新增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非全资子公司）2018年度的生产经营等资金需求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预计新

增融资总额为88亿元（累计发生额）。 上述融资额度可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总额度78亿元），以及公司与非全资子公司（总额度10亿

元）之间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在78亿元额度内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与非全资子公司之间在10亿元额度内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上述担保额度可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公司及非全资子公司之间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预

计新增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0）。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拟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

元的自有资金开展理财业务，购买包括但不限于固定收益型或浮动收益型的存款类产品和理财产品。 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二

个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有效。

与会监事经审议，认为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2）。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副主席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拟选举陈展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副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陈展生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本次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与会监事对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与会监事认为：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公

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8年9月30日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颁发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2017年以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

产转移》（财会〔2017〕8号）、《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通知》（财会〔2017〕9号）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四项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拟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1）。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附件

陈展生简历：

陈展生先生，男，1981年生，工商管理硕士。自2005年加入立白集团一直担任重要职务,参与集团内部运营控制与重大业务决策。2008

年至2010年担任立白集团品牌中心副总经理。 主要负责制定立白集团各事业部本地、国内品牌战略规划,根据市场动向,及时调整方略并

作出决策性指导。 为了加快推动集团各品牌发展,通过品牌整合,创建广州超威日化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指导公司日常运营。

自2010年起担任立白集团董事长助理,2012年起担任金融与资本运营中心总经理。 继后担任广州南沙百汇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处

理公司贷款业务问题,并作出公司架构重组等多次重大决策;金融及资本运营中心总经理负责集团金融业务模块的升级与发展,密切注视

对外股权投资、证券投资、金融业务相关的行业信息,寻找符合集团战略的对外投资、证券投资和金融业务拓展的机会、目标和项目。 2014

年底组建宝凯道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旗下多家金融服务管理公司担任董事长,根据本地市场需要研发多种融资产品,运营多个投资项

目。2016年起担任立白集团董事，同年9月担任广州蜂群传媒执行董事,全面管理立白集团品牌推广工作。2017年12月,创建立白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自2019年4月起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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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

2019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年度）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聘任2019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公司拟聘任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聘期为自审

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按市场及服务质量确定相关费用。

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是拥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工程造价甲级资格、

独立签发H股审计报告以及证监会专项复核资格的专业中介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法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专业服务，我们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

2019-049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步长制药” ）对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的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下转B040版)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赵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宝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万利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9,809,605,042.03 20,025,001,188.04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873,944,517.86 13,734,528,058.62 1.0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80,475,025.60 140,338,497.63 384.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883,113,089.09 2,430,784,526.12 1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84,174,719.48 206,239,756.92 3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0,698,232.30 166,787,610.75 68.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04 1.56 增加0.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44 0.2327 3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44 0.2327 39.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863.2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25,741.4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7,941.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6,077.72

所得税影响额 -1,050,981.71

合计 3,476,487.1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4,66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股份状

态

数量

步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377,659,

386

42.61 377,659,386 质押

188,462,

955

境外法人

首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63,648,

000

7.18 63,648,000 无 境外法人

North�Haven�TCM�Holding�Limited

24,663,

600

2.78 无 境外法人

天津宝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12,

000

1.80 无 其他

西藏丹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5,698,

779

1.77 15,698,779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辉华亚太有限公司

15,514,

200

1.75 无 境外法人

西藏大中宏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467,

961

1.18 无 其他

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7,956,000 0.90 无 其他

上海张江和之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773,395 0.76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102,205 0.69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North�Haven�TCM�Holding�Limited 24,663,600 人民币普通股 24,663,600

天津宝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12,000

辉华亚太有限公司 15,5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14,200

西藏大中宏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467,961 人民币普通股 10,467,961

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7,9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6,000

上海张江和之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773,395 人民币普通股 6,773,39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102,205 人民币普通股 6,102,205

西藏美海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013,520 人民币普通股 6,013,520

天津澳特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82,000

JOINT�STAR�ENTERPRISES�LIMITED 4,773,600 人民币普通股 4,773,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步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首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均为大得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赵涛；西藏丹红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赵晓红。赵涛、赵晓红为夫妻；未知

其它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说明：上表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股票15,536,0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5%。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报表项目增减变动幅度大于30%的项目分析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情况说明

增减额

增减幅

度(%)

交易性金融

资产

386,449,550.00 386,449,550.00 不适用

本年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

司对部分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在本项目列报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1,747,873,723.05 2,606,669.26 -858,383,946.21 -32.94

主要是本期银行承兑汇票背书、到

期解付及贴现的影响

其他应收款 467,437,831.41 337,689,708.31 129,748,123.10 38.42 主要是本期员工备用金增加影响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471,210,000.00

-471,210,

000.00

-100.00

本年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按

规定将该项目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

产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列报

长期应收款 150,000.00 300,000.00 -150,000.00 -50.00 主要是本期收到退回投资款的影响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152,510,000.00 152,510,000.00 不适用

本年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

司对部分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在本项目列报

应交税费 293,649,916.61 428,165,078.00 -134,515,161.39 -31.42

主要是本期支付增值税和企业所得

税的影响

库存股 410,004,575.80 197,380,850.16 212,623,725.64 107.72 本期股份回购增加影响

其他综合收

益

180,511.92 64,596.52 115,915.40 179.45

是本期末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影

响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情况说明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管理费用 207,358,950.01 135,604,397.75 71,754,552.26 52.91

主要是工资及社会保险费、差旅

费等增加的影响

研发费用 57,374,147.42 89,418,742.16 -32,044,594.74 -35.84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同比减少

财务费用 26,485,078.22 13,867,799.28 12,617,278.94 90.98

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利息同比

增加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50,603.80 -6,375,253.29 6,425,857.09 不适用

主要是本年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相关减值损失计入信用减值

损失项目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11,161,661.20 -11,161,661.20 不适用

主要是本年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 相关减值损失计入该项目，

上期在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列报

影响

其他收益 4,625,741.42 55,458,391.94 -50,832,650.52 -91.66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同

比减少影响

投资收益 34,496,564.81 9,564,956.99 24,931,607.82 260.66

主要是本期新增朝阳银行投资

收益影响

资产处置收益 24,579.74 24,579.74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影响

营业外收入 593,821.42 438,935.41 154,886.01 35.29

主要是本期核销无法支付的应

付款项增加营业外收入影响

营业外支出 340,595.97 8,469,137.25 -8,128,541.28 -95.98

主要是本期对外捐赠同比减少

影响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情况说明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3,943,268,050.22 2,943,620,725.22 999,647,325.00 33.96

主要是本期回款同比增

加影响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100,000.00 4,000.00 96,000.00 2,400.00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

产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34,686,374.37 196,530,509.01 -61,844,134.64 -31.47

主要是本期购置长期资

产付现同比增加影响

取得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63,084,551.08 63,084,551.08 不适用

本期支付收购重庆市医

济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和重庆市汉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款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693,000,000.00 1,235,000,000.00 -542,000,000.00 -43.89

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同

比减少影响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582,299.25 -2,582,299.25 -100.00

主要是上期处置子公司

邛崃天银制药有限公司

少数股权收到现金，本期

无此事项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715,000,000.00 1,450,000,000.00 -735,000,000.00 -50.69

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借

款同比减少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27,328,308.15 16,688,167.27 10,640,140.88 63.76

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利

息付现同比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10,570,000.00 210,570,000.00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回购股份付

现支出影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涛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858

公司简称：步长制药

公司代码：

603858

公司简称：步长制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