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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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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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公司将另行公告）公司总股本为基准，每10股派发现金1.00元（含税）。

按照公司2019年3月29日（2019年3月30日、31日为非交易日）的总股本1,877,663,613股计算,预计派发现金红利为187,766,361.30元。

公司董事会决议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此预案尚需提请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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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通 60099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新扬 刘志峰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

电话 027-84683017 027-84683018

电子信箱 lxy1777@vip.sina.com believen@jztey.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营业务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医药流通行业，主营业务为药品、医疗器械、中药材与中药饮片、食品、保健品等产品的批发，零售连锁,药品生产和

研发以及增值服务业务，具体业务情况如下：

1、 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批发业务

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批发业务的上游供应商主要是医药产品生产企业、药品批发商；下游客户主要包括分销商、药店、各级医疗机构

等。 其服务方式主要是为公司上、下游客户提供分销、物流配送与药品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增值服务。 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批发业务经营

的品种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西药、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材、医疗器械、计生用品、保健品和化妆品等。 目前公司主要经营的药品、医疗器械

等品种品规359,436个。

类别 主要产品

西药、中成药（75,408个）

阿托伐他汀钙片(阿乐)、阿托伐他汀钙片(立普妥)、酒石酸美托洛尔片(倍他乐克)、京

都念慈菴蜜炼川贝枇杷膏、枸橼酸西地那非片(万艾可)、复方丹参滴丸、吲达帕胺片

(寿比山)、氯沙坦钾片(科素亚)、孟鲁司特钠咀嚼片(顺尔宁)、阿胶、益安宁丸、复方感

冒灵颗粒等

中药材、中药饮片（65,282个）

三七粉、牛黄、枸杞子、红花、淫羊藿、阿胶、冬虫夏草、三七、西洋参、铁皮枫斗颗粒

等

医疗器械、计生用品（198,202个）

电子血压计、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血糖试纸、制氧机、超声诊断仪、对羟基苯

丙氨酸(酪氨酸)尿液检测试剂以及骨科材料等

食品、 保健品、 化妆品等（20,544

个）

雅培、合生元奶粉、费列罗巧克力、麦斯威尔咖啡、欧莱雅、高露洁等

合计：359,436个品规

2、 零售连锁业务

零售连锁业务经营服务范围主要是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的销售及药店管理流程和服务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及程序化、为药店提

供信息服务等。 零售连锁业务的下游客户主要是终端消费者。

零售连锁是九州通开拓药店终端市场的业务板块。 九州通从2003年开始从事药品零售连锁经营，利用其现有配送能力、营销网络和

品种资源，在条件成熟的省、市、自治区开办和发展零售连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整合零售连锁资源，打通线上线下业务，将线下零

售业务进行统一管理，并与好药师的线上电商平台形成一体化服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在各地的零售连锁药店共1,287家（含加

盟店）。

3、 药品生产及研发业务

公司以下属子公司北京京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为西药工业平台，该公司是一家从事药品生产及研发业务，以抗生素系列、糖尿病系

列和心脑血管系列药品生产以及研发为主的企业。京丰集团及子公司博山制药均通过了国家GMP认证。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共获得国家药品批准文号197个，现主要生产品种包括头孢克洛分散片、头孢拉定胶囊、头孢氨苄片、阿奇霉素分散片、盐酸左氧

氟沙星片、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乙酰螺旋霉素片、诺氟沙星胶囊等。

同时，公司开展中药生产与研发业务，并加快了中药全产业链深耕布局，目前业务已涵盖中药研发、药材业务、中药工业、中药商业、中

医药服务、中药电商等领域。公司以子公司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为中药业务的统一平台,该子公司下属共有30余家分子公司。公司

目前拥有“九信” 、“九州天润” 、“金贵德济堂” 、“臻养”和“真仁堂”等产品品牌，以及“珍药材” 、“九州上医” 等服务品牌，申请并取得

自动化收膏夹层锅、粉碎超声波过筛一体机、用于中药房配方的设备组合等实用新型专利，已开发生产包括普通饮片、精制饮片、直接口

服饮片、毒性饮片、参茸贵细、药食同源等在内的多种类别系列产品。

4、 增值服务

九州通在物流技术和信息技术方面具有国内领先的研发团队，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发成果，这些成果除了满足九州通自身需要外，

还可以向公司的上下游客户提供物流管理信息系统以及相关服务的增值服务业务。 公司依托现代物流技术与信息技术优势所形成的增

值服务不仅为公司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增加了公司与上、下游客户业务合作的粘合度，推动了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

为了配合药品生产商的营销活动，九州通以及下属子公司的有关业务部门可利用拥有的下游客户资源和自身条件，为药品生产商组

织各种营销、产品宣传以及各项推广活动，拓展业务领域。

目前，公司的业务范围已覆盖了整个医药行业，涉及医药研发、制造、分销和零售领域等，销售终端已覆盖各级医院、卫生站、诊所及终

端药店，并完成了电子商务平台销售渠道的搭建。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信息技术优势，研究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公司业务

结合的可能性，在药品销售的同时，为医疗机构提供信息技术及相关增值服务，通过承接医院药房外移及专业化管理、耗材供应链管理、医

院药房物流管理、智能化药库改造和中心药库外延等模式，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业务占公司整体业务的比重继续提升，九州通的销售业

务基本覆盖了现有各种类型医药流通和终端应用领域的下游客户。

（二） 经营模式

我国现有医药商业流通企业的行业经营模式，根据下游客户的类别不同，主要分为“面向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为主的经营模式” 及

“以市场分销为主的经营模式” 两种，九州通属于“以市场分销为主的经营模式” ，该模式指医药流通企业以基层医疗机构、民营医院、零

售药店、下游分销商等市场化客户为主要销售对象，提供药品销售及配送服务。 其特点是毛利率较低、费用较少、配送周转速度较快和账

期较短。九州通创立了这种经营模式，并一直沿用至今，行业内称其为“九州通模式” 。同时，九州通利用已有积累的资源优势，稳步拓展中

高端医院市场业务。 未来在国家大力推进分级诊疗且基层用药目录放开的大背景下， 药品消费渠道向基层医疗机构转移的趋势越发明

显，公司未来在医疗机构业务的拓展将顺应市场变化，重点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基层医疗机构和OTC药店市场的行

业龙头地位，提升市场占有率。

九州通模式充分利用上游供应网、下游分销网、自身营销网，通过公司自主开发的信息商务等平台将这三网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实现

了采购信息、物流信息、销售信息在上下游行业的高效传递和共享，使医药产业链各方联系更为紧密，并可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公司

的经营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1、 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

九州通的客户对象主要是市场化的主体，无论是上游供应商或是下游客户，主要是依据市场化的原则进行经销活动。 公司拥有全国

营销及配送网络，越来越受到各药品生产企业的青睐，行业地位不断提升，加之公司多年来在药品生产企业中形成的商业信誉，往往可以

获得药品生产厂家有别于其他同类分销商的优惠政策。 九州通面对下游市场化的主体，采取灵活的销售定价策略，根据不同品种、不同客

户、不同区域、不同季节等市场情况进行，差别定价，并且将从上游客户争取的优惠政策让渡给下游客户，从而使得九州通始终在市场竞争

中保持优势。 这种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有别于中高端医院药品销售的非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

2、 丰富的经营品种

九州通目前经营的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的品种品规359,436个，在同类企业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满足下游客户群体个性化、多

样化、一站式采购的需求，也可以有效地节约客户的采购成本和采购时间。

3、 快捷的配送速度和宽域的服务半径

九州通利用强大的物流配送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可以有效而快捷地处理客户订单，并及时地向下游客户提供配送服务。 公司根据

客户配送距离的差异，划分为不同的供应圈，利用运输管理系统，优化配送线路，以达到方便快捷配送的目的。 九州通以及下属子公司的

服务半径不限于所在地的城市，有效配送范围为200公里，对于超过200公里范围的客户，也可以在24小时内送达。这与仅服务于本地客户

医药流通企业的服务半径有很大的不同。

4、 相对快速的资金周转速度

九州通对下游客户实行信用等级的差别管理。 公司下游一般客户的账期通常在2个星期内；销量大的客户账期基本在一个月以内；少

量规模大、信誉好的客户允许账期超过一个月，一般不超过3个月。 同时，公司从2009年开始拓展二级及以上中高端医疗机构客户，因该等

医疗机构在药品流通链条上的优势地位，其应收账款账期相应较长。 即使公司的平均回款周期受该等医疗机构的影响较以往增加较快，

但总体上还是低于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期。

5、 良好的客户服务体系

公司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良好的、差异化的服务。 公司除了保证及时为客户提供配送服务外，还利用网站与客户进行及时的行

业信息交流、药品质量信息沟通以及开展点对点的个性化服务等。 与此同时，公司在客户密集地区或者市场较大的地区设立了办事处，专

人分片、分户地不断跟踪客户的服务信息，上门收集客户的相关信息，满足客户各种需求。

（三） 行业情况说明

医药流通行业是连接上游医药生产企业和下游医疗机构、零售终端的重要环节。 医药流通企业从上游医药生产企业采购药品，然后

再批发给下游的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和下游分销商等，通过交易差价及提供增值服务获取利润。

医药流通企业通过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的物流配送体系，可以大大降低医药流通环节的成本，提高了流通效率，保障了人民的用药

需求，有着巨大的社会效益。

随着我国医药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医药流通行业发展势头良好。 特别是近十年来，国家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和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

基本保障制度刺激了市场需求大幅度增长。 行业发展情况及趋势如下：

1、 行业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由于人口增长，老龄化进程加快，医保体系不断健全，居民支付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健康需求逐步得到释放，我国已成为全

球药品消费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2019年3月，米内网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统计数据，公布2018年我国三大终端

六大市场（不含民营医疗机构）药品销售额实现17,131亿元，同比增长6.3%。 总体上医药流通行业规模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2、 行业集中度日趋提高

我国医药流通市场目前呈现出整体分散，趋于集中的竞争格局，随着新医改的深入进行，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医药流通行业的

整合。“两票制” 、“营改增” 、“94号文” 、新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等政策的推行，将促使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新修订的

GSP对行业内企业药品的采购、验收、储存、配送等环节做出了许多更高要求的规定。“两票制” 、“营改增”意在调整我国药品流通结构，

解决行业内企业小、散、低的问题，通过强化管理、规范行为、提高准入门槛等方法，鼓励做强做大，进而推动结构调整，提升行业的集中度。

3、 生产企业和终端客户对医药流通企业的依赖性增强

国外医药商业行业的发展历程表明，随着医药行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医药商业流通渠道的两端（生产企业和终端客户）对医药流通

企业的依赖日趋加强。 药品生产企业可借助医药流通企业广泛而专业的销售网络实现销售；医疗机构、药店等终端客户可以方便快捷地

从医药流通企业购进品种齐全、质优价廉的药品。 因此，经过市场竞争和行业整合，拥有强大的市场覆盖、物流配送、客户服务、品种保证

等能力的大型医药流通企业将会占领更多的上、下游资源及市场份额。

4、 行业监管愈加严格，不规范企业将被逐渐淘汰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医药流通行业的规范治理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一些不规范的医药流通企业将会逐渐被淘汰，行业

环境将会逐步改善，这给规范运行的大型医药流通企业带来了扩张机会。

5、 信息化程度大幅提升，现代医药物流加速发展

新版GSP标准对药品的流通环节全产业链进行了规范，从药品生产环节开始所涉及的药品销售、储存和运输活动，实现全程的有效控

制。 计算机系统已经成为新版GSP标准里修订的重要内容，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对药品流通全过程的监管成为GSP修订的重点：如电子监管

码的实时上传，药品在库、在途温湿度数据的监管，现代医药物流中心众多信息化设施设备的使用等，都有赖于医药流通企业信息化内控

手段的提升。 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人力成本，提高药品流通环节的效率。 信息化系统的推广将提高行业内企业运营效率，降低

运营成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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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74,253,350.59 52,048,353,548.93 28.10 38,728,541,814.26

营业收入 87,136,358,553.83 73,942,894,403.06 17.84 61,556,839,88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40,578,824.55 1,445,510,102.24 -7.26 876,741,81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228,013,198.68 1,009,812,508.93 21.61 825,743,82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8,467,103,509.01 18,300,435,644.59 0.91 11,278,035,36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22,023,164.60 -1,012,045,577.12 220.75 431,263,752.86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73 0.87 减少0.14元 0.5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72 0.85 减少0.13元 0.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19 10.75 减少3.56个百分点 8.29

注：

1、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7年同期减少7.26%，主要原因是2017年同期公司汉阳地块旧城改建项目征收补偿款

527,526,165.00元扣除成本后计入资产处置收益，导致公司2017年同期非经常损益金额大幅增加所致。

2、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2017年同期大幅增加22.34亿元，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公司及各子公司加大账款清收力

度、控制账期较长的医院客户销售以及下游客户现金支付结算占比提升所致。

3、报告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2017年同期减少3.56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2017年11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定向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36亿元导致本报告期净资产增幅较大，以及公司2017年同期非经常损益金额较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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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0,145,031.22 20,238,849,845.98 21,297,022,191.61 23,390,341,48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21,474,562.15 315,268,218.71 234,623,189.36 569,212,85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07,607,054.05 282,375,603.96 193,736,064.79 544,294,475.8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874,592,070.67 -1,020,201,316.19 668,849,360.61 5,447,967,190.85

注：

1、公司第四季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在全年季度占比中较高，主要是因为供应商给予公司

的销售奖励折让根据年度协议完成情况有相当部分在第四季度体现。

2、公司第三、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与前二个季度差距较大，主要是公司为控制应收账款风险，从第三季度开

始采取措施改善现金流量以及每年年末进行应收账款清收，导致第三、四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入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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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7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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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312,000

437,441,

118

23.30 0 质押

407,620,

897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86,

357

284,613,

898

15.16

101,781,

170

质押

265,792,

651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狮龙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

司

0

213,894,

000

11.39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0

132,624,

583

7.06 0 质押 99,6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 0

102,763,

876

5.47 0 质押

102,760,

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民生通惠资管－兴业银行－

民生通惠新汇5号资产管理

产品

0 80,108,900 4.27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72,990 31,838,126 1.70 0 未知 国有法人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0 27,247,956 1.45 0 未知 国有法人

刘树林 0 26,317,200 1.40 0 质押 11,000,000

境内自然

人

长城国泰（舟山）产业并购

重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25,445,292 1.36 25,445,292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楚昌投资）的控股

股东为刘宝林，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弘康）和北京点金投资有

限公司（北京点金）的控股股东为楚昌投资；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中山

广银）的控股股东为刘树林；刘树林个人持股数额为前十名股东。因刘宝林、

刘树林、刘兆年为胞兄弟关系，以上四家法人股东（上海弘康、楚昌投资、北

京点金和中山广银）及两个自然人股东（刘树林和刘兆年）构成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海弘康、楚昌投资、北京点金、

中山广银、刘宝林、刘树林及刘兆年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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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1.36亿元、 净利润13.81亿元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3.41亿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17.84％、-6.21％（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7.26％）【注：报告期公司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

下降，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汉阳地块旧城改建项目获得政府征收补偿款5.27亿元扣除成本后计入当期资产处置收益导致上年同期非

经常损益金额较大所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2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61%。报告期内，实现基本

每股收益0.73元、稀释每股收益0.72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0.67元、稀释每股收益0.66元。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12.22亿元，较上年同期的-10.12亿元大幅增加22.34亿元，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有效控制了账期

较长医院的销售，加大应收账款清收力度，以及提升下游客户现金支付考核占比形成客户现金支付增加等所致 。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666.74亿元，所有者权益203.82亿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84.67亿元；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

资产9.84元。

（二）报告期内各项业务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69.57亿元、主营业务利润74.54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7.95%和21.60%，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8.57%，较上年同期提升0.26个百分点。 这表明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增速继续大幅快于行业整体增速，主营业务毛利率上升表明经营效益

持续提升。

1、主营业务按品种分类的销售分析：

（1）西药、中成药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业务品种西药、中成药销售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实现销售收入685.5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37%；销售毛利率

8.51%，较上年同期提升0.41个百分点。 报告期药品销售占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78.84%，较上年同期下降1.76个百分点。

其中：西药完成销售395.9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40%，占药品销售比例为57.75%，占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45.53%；中成药完

成销售289.6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00%，占药品销售比例为42.25%，占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33.31%。 处方药完成销售461.39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56%，占药品销售比例为67.30%(既是处方药又是OTC的双跨品种归入处方药销售统计)� ，占主营业务总体销售比

例为53.06%；非处方药（OTC）完成销售224.1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01%，占药品销售比例为32.70%，占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

25.78%。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核心供应商销售稳步提升；稳步推进供应商分级，实现核心合资供应商在全集团开户；有序推进拜耳、阿斯利康、

赛诺菲等核心合作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战略协议连锁及县域连锁业务，有序推进终端业务，终端整体销售稳步提升。

（2）中药材与中药饮片

报告期内，公司中药材与中药饮片业务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实现销售收入33.9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53%；销售毛利率为13.74%，

较去年同期提升0.44个百分点。 报告期中药材与中药饮片销售占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3.91%，较上年同期上升0.09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九州天润加强自有品牌建设，行业影响力提升。 期内取得“经古名方” 、“简心逸品” 、“新鲜百合” 、“鲜者尤良” 、“晋之

源” 、“陵五味”等50个注册商标，一种黄连定位采挖装置、中药分配器2个实用新型专利，以及中药饮片生产检测系统v1.0、中药饮片杂质

检测软件v1.0等15个软件著作权；根据市场需求新开发经古名方、趁鲜山药（片）、灵芝片、灵芝孢子粉（破壁）等高端粉剂系列产品。期内

公司标准煎药业务稳步推进，截至期末已建成并投入运营11家煎药中心，与220余家医疗机构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公司打造“九州上

医”中医诊疗品牌，截至期末武汉地区已投入运营5家上医馆，签约坐诊专家80人。

（3）医疗器械与计生用品

报告期内，公司医疗器械与计生用品业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实现销售收入112.2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85％；销售毛利率为

7.43％，较上年同期降低0.72个百分点，毛利率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强生超声刀、吻合器等专业产品31.49亿元，而该部

分业务毛利率较低所致。 报告期医疗器械与计生用品销售占公司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12.90%，较上年同期上升3.44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器械集团” ）收购或新设成立了九州通（沈阳）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青海九

州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安徽九州通卓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广西九州通医疗灭菌技术有限公司、天

津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16家子公司，扩大市场覆盖范围。 期内，器械集团搭建了独立运营体系，实现核心业务流程全部上线，并基

本完成了客户导入；各业务板块发展良好，金鑫宝体温计、欧姆龙电子血压计等常规业务销售大幅增长，强生、捷迈、美敦力等专业业务取

得突破，新兴的第三方消毒业务实现上线。

（4）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等

报告期内，公司消费品事业部进行战略调整，压缩渠道业务，拓展终端业务。期内实现销售收入37.84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13%；销

售毛利率为8.43%，较上年同期提升0.18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该业务板块销售下降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以提高服务效率与体验

为宗旨，对消费品事业部产品结构和客户渠道进行调整，压缩了资金量占用大且毛利低的部分渠道品牌业务。 报告期食品、消费品和保健

品销售占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4.35%，较上年同期下降1.77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搭建了消费品独立运营体系，设计并运行专属业务流程13个，实行国际码入库，提升了服务水平。 优化了三方物流运

作模式，节约成本并减少风险，且正在积极探索新零售、海拍客等新兴业务模式，大力引进各类人才，为该业务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积极开拓专属市场，消费品专属客户稳定增长，客户数量同比增长32%。

2、主营业务按渠道分类的销售分析

（1）医疗机构

报告期内，公司医疗机构渠道实现销售297.3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14%；占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34.19%，较上年同期上升3.9

个百分点。 其中：

A、医院纯销（二级及以上医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拓展二级及以上中高端医院市场，医院纯销业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期内实现

销售181.9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4.49%；占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20.92%，较上年同期上升1.1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抢抓机遇拓

展医院业务，原有开户医院获得了更多的代理品种使得销售进一步增长，同时公司拓展了新医院开户并形成了新的销售；另一方面，公司

也对账期较长且支付拖延的的医院客户进行了销售控制。 报告期末，公司的二级及以上医院有效客户达5,200余家。

B、二级以下基层医疗机构：报告期内，受益于分级诊疗政策推进，药品销售渠道下沉的积极影响，公司二级以下基层医疗机构销售增速加

快，期内实现销售115.3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9.55%；占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13.27%，较上年同期上升2.8个百分点。报告期末，公司

二级以下基层医疗机构有效客户达77,000余家。

（2）零售药店（批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零售药店渠道（批发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期内实现销售225.6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78%；占主营业务整体销

售比例为25.95%，较上年同期上升3.07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因“营改增”等政策积极影响，原来的“倒票” 模式难以生存，零售药店原有向

区域小批发商无票低价采购模式无法持续，进而转向公司采购，形成公司零售药店客户数量及销售额的快速提升。 其中：

A、 连锁药店： 报告期内， 公司对连锁药店客户的销售收入为162.17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4.69%； 占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

18.65%，较上年同期提升2.32个百分点。 销售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期内原有连锁药店客户销量增长及新增客户所致。

B、单体药店：报告期内，公司对单体药店客户的销售收入为63.4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42%；占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7.30%，

较上年同期上升0.75个百分点。 销售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期内原有单体药店客户销量增长及新增客户所致。

（3）下游医药批发商

报告期内，公司对下游医药批发商的销售收入为293.25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7%；占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33.72%，较上年同

期下降6.57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随着“营改增”及“两票制”的全面实行，公司有部分下游医药批发商渠道销售转为零售药店渠道销售，

导致下游经销商渠道销售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公司的下游渠道进一步下沉，终端销售占比提升明显，这有利于公司整体客户结构的改

善与销售毛利率的提升。

（4）零售业务（好药师零售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好药师零售连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9.6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46%；占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2.25%，较上年同

期下降0.3个百分点。 其中：

A、好药师实体药店（含加盟店）：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零售药店1287家，较期初953家增加334家，其中直营店251家，较期初300家减

少49家；加盟店1045家，较期初653家增加392家。 报告期内，公司好药师实体药店实现销售10.4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47%；占主营业

务整体销售比例为1.20%，较上年同期上升0.12个百分点。

B、好药师线上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旗下北京好药师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等B2C电子商务业务期内实现营业收入9.17亿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14.93%；占主营业务整体销售比例为1.05%，较上年同期下降0.41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好药师线上业务调整发展战略，主要是好药

师京东、天猫旗舰店转型由前期追求规模的导向转变为以经营质量和客户体验为重心的策略，为厂商提供全方位增值服务以保障厂商、

好药师及平台方三方共同利益。

报告期内，好药师对官方商城（www.ehaoyao.com）手机端进行全新改造，将手机端与PC端、APP端后台数据统一，便于更好的进行

客户的统一管理，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同时好药师官方商城向三方平台转型，厂家可入驻好药师官方商城开设品牌旗舰店，为厂

家提供平台服务。

好药师APP“24小时送药、1小时必达” 的O2O送药业务，打造全国立体化“5仓+20城” 的送药网点，新增合肥、厦门、宁波、苏州、杭

州、深圳、广州等8个城市提供O2O送药业务，目前共有包括北京、武汉、上海等在内的20个一二线城市好药师用户可以享受好药师的专业

咨询及送药上门服务。

在处方外流政策的驱动下，好药师组建了专业的处方药事业部，整合九州通研发资源，搭建好德医处方审核及流转云平台、好药师云

方两套处方流转系统，联合实体医疗机构、智慧医疗、互联网医院等成立处方流转生态联盟，联盟成员资源共享，共同搭建未来的处方流转

生态体系；成立专业的药师服务中心，为消费者提供专业的用药指导，并为处方药流转提供专业的审方支持。

（5）非药品渠道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非药品渠道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期内实现销售收入33.7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50%；销售占比3.88%，较上年同期

下降0.11个百分点。

3、B2B电商/FBBC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拓展B2B电商业务，除了发展公司现有的连锁药店客户和下游经销商开展线上业务以外，针对单体药店和民营诊

所的巨大潜在市场，公司进一步拓展了FBBC业务体系，该业务体系未来包括三大平台功能：（1）B2B交易平台，该平台从自营并逐步向

三方开放，引入纯销供应商、控销供应商、具备独家品种的商业公司等到平台经营，与九州通经营产品形成互补，共享客户，目标是成为中

国最大的药品线上分销B2B平台；（2）B2C交易平台，该平台将九州通会员药店发展成为网上药店，极大丰富品种结构，拓展B2C及O2O

业务，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大的C端药品线上交易平台之一；（3）智能健康服务平台，该平台将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并导入医院、互联网医院

和远程医疗等资源，建设智能化的医和药学服务平台，为消费者和医疗机构提供智能服务，同时为平台核心入驻药店导入处方，为签约药

店和诊所带来更多业务机会，为供应商提供更精准的市场营销决策与产品推广，促进F端的市场发现与消费转化。

三个平台通过大数据与业务的无缝集成，获得更多的市场产品信息，在帮助供应商和入驻药店业务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九州通业

务增长以及向平台的转型，帮助九州通在医药市场上的业务做得更精准和更稳固。

报告期内，FBBC业务进一步明确了职责范围并建立考核激励机制；优化升级了网页及APP平台，提升使用体验，增强客户粘度，线上

与终端客户数量稳步增长；联合厂家开展“黄金单品周” 、“超级品牌日”等活动，实现销量快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的B2B线上业务实现

销售82.0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6.30%。

4、医药工业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工业实现销售收入15.45亿元、较上年同期的增长29.53%；销售毛利率23.69%，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报告期医药

工业销售快速增长主要是公司中药饮片的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并积极开拓饮片医疗市场所致。

报告期内，北京京丰制药和山东博山制药药品一致性评价取得阶段性进展，其中盐酸二甲双胍片已提交补充审评资料，卡托普利片完

成BE试验，头孢呋辛酯片、羟苯磺酸钙胶囊、奋乃静片、硝酸异山梨酯片、盐酸氯丙嗪片完成中试生产工艺研究，奋乃静片两个规格、硝酸

异山梨酯片、盐酸氯丙嗪片完成中试工艺放大生产，头孢呋辛酯片完成中试工艺放大生产。报告期内，北京京丰制药大兴新厂GMP取得重

大进展，两个车间完成了GMP认证工作；丰台老厂完成GMP续展工作。

5、总代理业务

为充分发挥九州通的规模、渠道与上游供应商资源优势，报告期内，九州通持续拓展高毛利的总代理业务，针对不同品种、不同渠道客

户的不同特点等，公司进行营销细分，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针对不同品种和不同渠道开展业务。 期内共实现销售29.3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67.12%；毛利率23.07%，与上年同期持平。 销售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拓展与品种增加，4+7带量采购的执行使得原来部分医院销

售品种转向零售药店销售加速了公司总代理品种的增加，而总代理业务高毛利的特点对公司业绩快速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

6、技术研发及增值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信息技术研发取得丰硕成果。 中药方面，公司取得巴东独活套作的种植方法1项发明专利，一种黄连定位采挖装置、中

药分配器2个实用新型专利，取得包装袋（枸杞子-金色袋)、药品包装盒（青花瓷）、药品包装盒（当归养血口服液）等11项外观设计专利，

以及中药饮片生产检测系统v1.0、中药饮片杂质检测软件v1.0等15个软件著作权，新立项鲜参膏的制备方法。 信息系统开发方面，取得好

德医药店接口服务平台V1.0、好德医医生版V1.0、医院供应链电子商务平台V1.0、九州通医疗机构养老信息系统V1.0、采购销售辅助管理

平台V1.0等41项软件著作权，以及新立项九州通医药系统（Android版）V1.0；在物流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一种用于穿梭车的提升机发明

专利1项，基于GPRS技术的药品冷链追溯管理系统V1.0、九州云仓智能物流管理平台V1.1.8.6等9项软件著作权，以及一种物流仓库用拣

选装置、一种自动打标拣选机器人等5项实用新型专利。

7、物流网络布局与三方物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新增规划和收并购取得湖南岳阳、江苏徐州、四川泸州、山东德州、安徽亳州、河北沧州、甘肃天水等15个地市级物

流中心/网点。 截至目前，公司已在全国完成31个省级物流中心和96个地市级物流中心的布局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全国性医药物流

配送体系，延伸覆盖了医药物流配送的服务区域范围。 未来公司将重点转向地市级的分销网络与物流配送体系的建设工作，以完善全国

性分销与物流配送体系。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购置土地6,595亩，已完成建筑面积达333.51万平方米，其中，符合国家GSP医药物流标准

的分拣仓储面积共222.23万平方米，办公及辅助建筑面积111.28万平方米。

公司下属企业湖北九州云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营物流供应链科技服务，专注于物流规划设计、软件产品、智能物流设备与技术总

集成服务，研发的WMS仓储管理、TMS管理系统、WCS设备控制、IOT物联等十四项系统形成完整的产品线，取得30余项专利或著作权。

报告期内，该公司上线了九州云仓智慧物流供应链平台，包含云智分析决策平台、云商业务管理平台、云途运配管理平台和云仓仓储管理

平台；成功研发了智能穿梭车、AGV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全面面向市场。报告期内，九州云仓智慧物流供应链平台完成集团下属20座核心

枢纽物流中心数据集中并网、实现信息共享互通、业务平台化与网络化经营、运营垂直化与数字化管控。 平台一体调度协同运营方、物流

合伙人、承运方等资源为医药、食品生产及流通企业提供覆盖全国的物流仓储、运输、配送一体化物流解决方案。 同时该平台还可提供物

流云服务，能够快速为企业构建数据中台及物流供应链生态信息应用，实现企业智能计划调度与多主体深度协同、全景数字物流运营、精

益质量管控和决策分析。 目前该公司已为国内150余家知名医药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如天津金耀、云南白药、广东大参林、青岛百洋医药等

提供物流科技集成服务。

报告期内， 公司下属企业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还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海关许可设立公用型保税仓库， 该仓库拥有5,

946平米的独立区域，库存容量超过12万件，为GSP标准库房， 该保税仓的获批将有利于公司扩展进口药品、器械、消费品等品类业务，提

升采购效率； 并为上、下游客户提供国际国内全程一站式医药物流及供应链服务，缩短进口商品在途时间、提高清关效率；同时，可以拓展

公司三方物流服务领域，促进三方物流业务稳健发展。

公司现有物流体系除了满足公司自营业务需求外，也充分利用物流资源优势积极开发三方物流业务，并利用公司物流管理经验优势

对外输出物流管理服务，提升公司效益。 截至期末，公司共有22家子公司取得药品三方物流资质，10家子公司取得器械三方物流资质。 报

告期内，公司三方物流及管理业务实现含税收入1.7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9.96%。

8、冷链物流体系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冷链事业部加快冷库建设并全面升级和改造冷链设备，期内新建76个冷库，新增冷库面积5,382平方米。 截至报告期

末，全集团完成341个冷库建设，冷库面积达27,382平米。 同时更新二、三级子公司的冷链设备，以使全集团冷链物流全面符合国家标准。

期内公司冷链支持业务销售29.4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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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1）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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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根据相关要求按照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

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收款” 项目列报；（3）原“固定资产清理” 项目并入

“固定资产”项目中列报；（4）原“工程物资”项目并入“在建工程”项目中列报；（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为“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项目；（6）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报；（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并入“长期应付款”

项目中列报；（8）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列示于“研发费用” 项目，不再列示于“管理费用” 项目；（9）在财务费用项

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10）股东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公司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由于上述要求，本报告期和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但对本报告期和比较期间的公司合并及母公司净利润和合

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2）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财政部于2018年9月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

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公司据此调整可比期间列报项目，具体如下表：

报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其他收益 72,158,039.39 121,468.04 72,279,507.43

营业外收入 9,640,651.61 -121,468.04 9,519,183.57

合计 81,798,691.00 0.00 81,798,691.00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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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367家，详见本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附注（九）1。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附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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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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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2019年4月24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于 2019年4�月13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11人。 会议由董事长刘宝林主持。 公司监事和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经过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合并报表）87,136,358,553.83元，实现净利润（合并

报表）为1,381,471,429.76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0,578,824.55元；2018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909,655,

232.39元， 提取法定公积金10%即90,965,523.24元后，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818,689,709.15元， 加上2017年未分配利润2,480,739,

790.90元，减去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407,266,361.30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892,163,138.75元。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拟以截至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关于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2019年-2021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关于公司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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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9、《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九州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19-030）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10、《关于公司聘用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9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财务、内控审计机构，财务审计费193万元，内控审计

费55万元。

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九州通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临：2019-031）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1、《关于公司2018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0� �票。

12、《关于公司回购注销2017年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事宜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吴志攀、李高洪等199人，因离职、考核未合格等原因已不符合解锁

条件，公司拟将以上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因2017年度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按照相关规定，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股份回购价格已调整为9.88元/股，回购数量为191.2985万股，以上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1,890.0292万元，公司最终

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以实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回购注销的数量为准。 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九州

通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临：2019-026）的公告。

公司董事龚翼华、陈启明、林新扬是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关联董事，均已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

同意本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 0�票，弃权0� �票。

13、《关于公司2017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条件已全部达成，扣除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后，首次授予的2,352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可申请第二期解锁，共计解锁13,415,115股，公司最终解锁的

股票数量以实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解锁的数量为准。 解锁日暂定为2019年5月15日（具体以公司办

理完相关手续并披露公告确定的解锁日为准）。

公司董事龚翼华、陈启明、林新扬是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 0�票，弃权0� �票。

14、《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九州通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临：2019-028）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5、《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6、《关于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议案》；

本次议案已经董事会逐项审议通过，详细如下：

1、关于《公司章程》的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关于《董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关于《信息披露制度》的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关于《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关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关于《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关于《独立董事制度》的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九州通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公告》（临：2019-029）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7、《关于公司修订〈财务与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制度的议案》；

本次议案已经董事会逐项审议通过，详细如下：

1、关于《财务与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关于《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关于《总经理工作细则》的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九州通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公告》（临：2019-029）的公告。

18、《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薪酬及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9、《关于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周五）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详情见

公司同日披露的《九州通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临：2019-032）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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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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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

事 3�人，实到 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温旭民主持。

经过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公司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合并报表）87,136,358,553.83元，实现净利润（合并

报表）为1,381,471,429.76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0,578,824.55元；2018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909,655,

232.39元， 提取法定公积金10%即90,965,523.24元后，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818,689,709.15元， 加上2017年未分配利润2,480,739,

790.90元，减去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407,266,361.30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892,163,138.75元。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以截至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关于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2019年-2021年）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关于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关于公司2018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9、《关于公司聘用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9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财务、内控审计机构，财务审计费193万元，内控审计

费55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0、《关于公司回购注销2017年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事宜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吴志攀、李高洪等199人，因离职、考核未合格等原因已不符合解锁

条件，公司拟将以上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因2017年度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按照相关规定，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股份回购价格已调整为9.88元/股，回购数量为191.2985万股，以上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1,890.0292万元，公司最终

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以实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回购注销的数量为准。

公司监事陈莉是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关联监事，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1、《关于公司2017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条件已全部达成，扣除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后，首次授予的2,352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可申请第二期解锁，共计解锁13,415,115股，公司最终解锁的

股票数量以实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解锁的数量为准。 解锁日暂定为2019年5月15日（具体以公司办

理完相关手续并披露公告确定的解锁日为准）。

公司监事陈莉是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关联监事，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2、《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3、《关于公司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4、《关于公司监事2018年度薪酬及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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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2018年度分配预案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本公司将另行公告）公司总股本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

●本分配预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需经出席

股东大会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一、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合并报表）87,136,358,553.83元，实现净利润（合并

报表）为1,381,471,429.76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0,578,824.55元；2018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909,655,

232.39元， 提取法定公积金10%即90,965,523.24元后，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818,689,709.15元， 加上2017年未分配利润2,480,739,

790.90元，减去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407,266,361.30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892,163,138.75元。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拟以截至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二、关于利润分配预案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现就2018年利润分配预案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和资金需求等因素分析

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流通业，该行业是连接上游医药生产企业和下游医疗机构、零售终端的重要环节，公司在向上游客户采购药品等

货物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货款，再转售给下游客户时，会给予相应期限的付款信用账期，在此购销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较大，这就需要公

司持有足够的用于周转的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继续开拓医疗机构市场业务，医疗机构收入占比逐年增加。 2017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了多项医改政策，两

票制、零差率、药占比、基层医疗机构用药目录放开（不限于基本药物）、“互联网+医疗健康”等具体改革措施均逐步付诸实施，给医药流

通领域带来较大的机遇与挑战。 医疗机构市场业务为公司重要的核心业务，公司将重点开拓县级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市场，提升市场占

有率。 目前中高端医院占款时间普遍较长，开拓医疗机构业务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

另外， 目前公司医疗器械与计生用品批发业务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实现销售收入分别为48.71亿元、

69.76亿元和112.21亿元，增速分别达到39.04%、43.23%和60.85%，公司目前已经成立了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该集团将继续通

过收购及成立三级子公司的方式，扩大市场覆盖范围，促进业务持续高速增长，因此拓展医疗器械业务也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

为此，在综合考虑了公司目前所处行业和经营情况，董事会认为，目前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且资金需求量大，为公司长远的发展利

益考虑，公司需留存收益用于未来经营发展需要；这同时将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长远利益，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

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为此，董事会拟定以截至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 剩下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二）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由于公司资金需求大（包括建设收购资金和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等），如果以截至2019年3月29日（2019年3月30日、31日为非交易

日）的公司总股本1,877,663,613股为分红基数（最终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将本次剩

下的未分配利润为2,704,396,777.45元，留存并用于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 根据国家现有银行贷款利率规定，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

基准利率为4.35%，由此测算以上留存利润不仅可补充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同时预计可为公司节约年财务费用117,641,259.82元

（即本次剩下未分配利润全部留存前提下的节约数）。

（三）最近三年利润分配情况

以截至2019年3月29日（2019年3月30日、31日为非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1,877,663,613股为基数(最终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下

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2016-2018年度，预计累计分红派息的金额为375,532,722.60元，占该三年期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年均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的30.76%（见下表），较好执行了《公司章程》中“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分红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的现金分红政策的规定。

单位：元

分红

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2018年 187,766,361.30 1,340,578,824.55 14.01

2017年 187,766,361.30 1,445,510,102.24 12.99

2016年 0 876,741,815.27 0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额占最近三年平均净利润的比例 30.76%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和独立董事意见

2019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综合考虑股东利益

和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等因素，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目前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

1、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2、联系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九州通医药集团1号楼邮编：430051

3、联系电话：027-84683017联系人：张溪

4、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相关规定，将召开网上投资者说明会予以沟通，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的《九州通关于召开2018年度业绩及利润分

配网上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公司编号：2019-025）。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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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8

年度业绩及利润分配网上投资者说明会的

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内容：九州通2018年度业绩及利润分配网上投资者说明会

●会议时间：2019年5月10日 15:30-16:30

●会议形式：网络互动

一、说明会主题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19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为让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公司经营业绩

情况和利润分配等具体情况，决定以网络互动方式举行“九州通 2018年度业绩及利润分配网上投资者说明会” 。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和形式

召开时间：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15:30-16:30

召开形式：网络互动与投资者进行在线交流

互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的上证 e�访谈栏目，网址：http://sns.sseinfo.com

三、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网上说明会的人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等。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在2019年5月10日15:30-16:30�登录上证e互动（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访谈栏目，在线参与本次业绩及利润分

配网上投资者说明会。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问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九州通医药集团1号楼

邮 编：430051

联系电话：027-84451256

传真号码：027-84451256

联系人：刘志峰、张溪

电子邮箱：believen@jztey.com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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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注销

2017

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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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4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

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事宜的议案》，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吴志攀、李高洪等199人，因离职、考核未合格等原因已不符合解锁条件。 公司将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回购并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191.2985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9.88元/股，回购总金额为人民币1,890.0292万元。

公司最终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以实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回购注销的数量为准。

一、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 2017年4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出具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2、2017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修订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修订 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于本次公司修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

3、2017年5月15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草案修订版）的议

案》、《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首期修订版）的议案》和《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

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于本

次公司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4、2018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2017年激励计

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2017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陈旭静、黄婷等

84人，因离职、考核未合格等原因已不符合解锁条件，公司拟将以上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需回购注销

的2017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9.98元/股，回购数量为108.33万股，以上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1,081.1334万元。 公司独立董

事对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18年7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调整 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股份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0.10�元（含税），董事会同意公司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回购价格由 9.98�元/股调整为9.88�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回

购价格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19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2017年激励计

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2017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吴志攀、李高洪

等199人，因离职、考核未合格等原因已不符合解锁条件，公司拟将以上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需回购

注销的2017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9.88元/股，回购数量为191.2985万股，以上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1,890.0292万元。 公司

独立董事对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依据、数量及价格

（一）回购注销的依据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版）》“第八章、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之四“激励对象个

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的相关规定如下：

1、职务变更

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仍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心业务人员，或者被公司委派到控股公

司、参股公司或分公司任职，则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

但是，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考核不合格、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

而导致的职务变更，或因前列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

回购注销。

若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的人员，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2、解雇或辞职

公司因经营考虑单方面终止或解除与激励对象订立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或激励对象因为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不能胜任工作被公

司解雇，或激励对象主动提出辞职，或因劳动合同到期，双方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

由公司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漏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公司利益或声誉被解聘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二)�回购数量

根据《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版)》“第四章 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之“六、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的规定,如出现需要回购注销或调整的情况，则公司应回购并注销或调整相应股票,�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但根据本计划需

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除外。 若在授予日后，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公司应当按照调

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此部分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其他公司股票进行回购。

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 因此原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无需调整。 公司本次拟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1.2985万股。

(三)�回购价格

根据《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版)》“第四章 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之“六、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的规定,如出现需要回购注销或调整的情况,则公司应回购并注销或调整相应股票，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但根据本计划需

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除外。 若在授予日后，公司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影响公司总股本数量或公司股票

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实施了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0.10�元（含税），因此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9.98元/股调整为9.88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1,890.0292万元。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对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认为：公司2017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吴志攀、李高洪等199人，因离职、考核未合格等原因已不符合解锁条件，公司拟将以上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 因2017年度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按照相关规定，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股份回购价格已调整为9.88元/股，回购数量为

191.2985万股，以上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1,890.0292万元。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因激励对象吴志攀、李高洪等199人、考核未合格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按照既定的标准回购注销其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符合《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版）》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版）》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3、本次回购及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因此，同意回购注销吴志攀、李高洪等19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91.2985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9.88元/股，回购总

金额为人民币1,890.0292万元。

五、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截止2019年3月29日）

变动数

（＋，－）

变动后

限售流通股 217,623,950 -1,912,985 215,710,965

无限售流通股 1,660,039,663 0 1,660,039,663

合计 1,877,663,613 -1,912,985 1,875,750,628

注：公司最终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以实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回购注销的数量为准。

六、回购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及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

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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