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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4                               证券简称：福安药业                          公告编号：2016-039        

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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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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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281999473

股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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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福安药业 股票代码 30019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汤沁 陶亚东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黄杨路 2 号 重庆市渝北区黄杨路 2 号 

传真 023-68573999 023-6857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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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3-61028766 023-61028766 

电子信箱 tangqin@fapharm.com taoyadong@fapharm.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2月，公司经过12年的发展，已经逐步成长为一家拥

有药品研发、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制剂生产及销售完整产业链的现代化制药企业。公司拥有较强的自主

创新能力，且被科技部评为高新技术企业和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被重庆市科委认定为重庆市抗肿瘤药物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推进构建新药研发平台、改善研究开发条件和

产品试制能力，产品结构逐步实现从抗生素为主导向抗生素与专科药协同发展的方向转变。公司近年来，

通过集团内部资源整合、产业链上下衔接、优化、自主创新，不断完善管理体系，壮大研发、营销团队，

提高资源共享效率，充分利用完整产业链的优势，适应市场变化和应对市场竞争，实现公司经济效率和社

会效益的和谐发展，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分为：原料药和中间体、制剂、药品销售及其他，涉及领域主要包括抗生素类、抗

肿瘤类、呼吸系统、特色专科药类等领域。公司抗生素类的主要品种有氨曲南、替卡西林钠、磺苄西林钠、

头孢美唑钠等品种的原料药和制剂，其中公司磺苄西林钠品种拥有磺苄西林钠原料药和成品药注册批件，

是国内少数几家拥有磺苄西林钠原料药和成品药注册批件的企业之一；公司抗肿瘤类的主要品种有枸橼酸

托瑞米芬片、盐酸吉西他滨以及盐酸昂丹司琼、盐酸昂丹司琼等品种，其中包括抗肿瘤用药和抗肿瘤的辅

助用药；呼吸系统类的主要品种有多索茶碱原料药、制剂；公司特色专科药主要有精神神经系统、心脑血

管等领域，主要品种包括奥拉西坦、富马酸喹硫平、尼麦角林等多个品种。 

 公司围绕从抗生素为主导向抗生素与专科药协同发展的方向转变的布局，增强自主研发、加快产品

研发进程的同时，积极开展外延并购工作，2015年3月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工作会议审议通

过与宁波天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重组议案。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在资产规模、盈利能力方面

均实现较大增长，同时公司产品领域、销售团队、市场竞争力均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行业发展趋势及地位 

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规模，医疗卫生市场需求潜力很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对医疗保健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医药行业越来越受到公众和政府的关注，医药行业发展迅速，2000年至

2013年医药工业总产值年复合增长率约为20%。同时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亦越来

越高，由2006年的2.47%上升至2013年的3.92%。医药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医药工业已被列

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领域。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十二五”期间我国

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将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将逐步提

高。同时，“十二五”期间我国政府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投入力度和强度要高于2009年至2011年我国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投入，这为我国医药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 

随着人民健康意识的增强和我国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也将使国内药品的需求量持续上升。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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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药品终端规模在十五期间复合增长率为15.13%，十一五期间复合增长率上升到20.68%。2013年我国药

品终端规模达到10,985亿元，同比增幅14.97%，虽较前几年略有放缓，但仍远超同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到2020年，我国药品市场规模将达到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我国药品市

场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公司将积极推进创新药物的研发、不断完善公司生产、销售、管理水平等内部优化、改进的同时紧抓

公司发展战略，积极拓展外延发展，开展并购重组工作，扩大公司经营规模、业绩的持续增长，不断提升

公司行业地位和市场竞争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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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708,096,042.52 448,569,652.31 57.86% 357,779,55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899,360.39 45,707,273.73 41.99% 38,367,91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378,590.57 44,103,887.42 30.10% 36,545,40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026,698.03 -31,268,073.24 614.99% 89,610,166.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8 33.33%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8 33.33%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3% 2.68% 0.65% 2.26%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479,086,385.20 1,832,192,083.80 35.31% 1,863,378,41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4,923,309.38 1,706,907,641.98 25.08% 1,704,207,214.1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0,596,552.83 175,434,640.29 217,821,304.89 194,243,54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44,543.51 18,211,055.01 23,016,140.06 14,527,62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36,286.67 14,957,404.06 23,310,146.38 10,574,753.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40,628.58 35,408,806.33 39,864,336.48 74,112,9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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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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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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03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80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汪天祥 境内自然人 45.42% 128,087,436 97,156,934 质押 102,050,000 

汪璐 境内自然人 6.99% 19,720,508 0 质押 11,830,000 

蒋晨 境内自然人 4.74% 13,357,600 12,260,700   

黄涛 境内自然人 3.20% 9,028,529 8,428,896 质押 2,120,000 

中拓时代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2% 8,785,421 8,785,421 质押 2,92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1% 3,415,500 0   

黄道飞 境内自然人 1.11% 3,134,385 3,112,010   

北京龙磐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6% 1,870,897 1,870,897   

宁波市合瑞医

药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1% 1,431,400 1,431,400   

金鹰基金-民生

银行-金鹰温氏

筠业灵活配置 3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43% 1,224,86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汪天祥与汪璐为父子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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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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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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经营管理团队积极应对医药行业政策环境的新变化，对内完善管理体

系建设，积极应对产品研发审批新政策、加强科研创新投入，进一步强化营销团队整合，持续拓展销售网

络；对外密切关注行业政策和新的发展趋势，积极寻求外延并购机会以开拓公司发展新空间。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809.6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86%；实现利润总额7,637.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41.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89.9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1.99%。2015年度，公司主

要经营管理工作情况如下：  

（一）发展战略推进情况 

2015年公司继续推进产品结构调整战略，通过外延并购、自主研发、择优购买等多种途径优化公司产

品结构，报告期公司成功收购天衡药业，丰富了公司产品线，提高了公司抗风险能力，通过购买取得谷胱

甘肽含片等注册批文，进一步使得公司产品结构合理、产品种类得到丰富，提升了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同

时公司坚持外延并购与内生发展相结合的战略，与烟台只楚药业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也在积极推

进当中，目前已经通过证监会审核，尚未取得正式核准批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实施完成后，将进一步

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二）市场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营销团队建设，构建销售团队培训体系，整合公司营销队伍，提升团队战斗力和

销售的有效性；同时积极进行营销新模式的探索，加强产品推广，建立与医院、核心科室的合作紧密度。

2015年，公司主要产品的招投标工作进展顺利，为公司未来几年的销售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产品研发方面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新版GMP认证工作基本完成，主要产品及主要生产线均已取得新版GMP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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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为公司生产经营资质的稳定延续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研发的盐酸头孢替安、拉

科酰胺注射液、头孢丙烯等产品取得注册批件或临床批件。同时随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开展

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等新的审批和药品研发政策出台，新药研发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挑战，基于

目前国内药品临床试验机构的现状与问题，根据临床研究机构、合同研究组织的建议，同时结合国家药监

局关于药品审评审批政策的改革，公司审慎决定撤回公司在研品种盐酸奈必洛尔、甲磺酸伊马替尼、左乙

拉西坦等在申报项目，公司产品研发周期可能会更长，同时结果也存在更大不确定性。公司将进一步加强

研发人员培训，严格管理药品研发项目，提高公司的研发水平。 

（四）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A股市场非理性下跌，公司管理层积极加强与投资者沟通，坚定投资者信心，采

取有效手段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公司控股股东、核心管理人员集体出资1.04亿元增持了公司股票并承诺承

诺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本公司股份；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召开了网上业绩

说明会，回答投资者互动平台提问，并积极接待投资者调研，保持与投资者的良性互动，加深投资者对公

司的了解和认同。 

（五）内控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加快健全决策管理体系和绩效考核体系，推进公司与子

公司之间特别是新收购公司的文化融合，确保公司重点工作及项目的有效落实，切实加大力度进行人才梯

队的培养，积极引进高素质专业人才，深化员工在职教育和业务培训，制定合理的薪酬考核体系，积极打

造具有团队战斗力、执行力和凝聚力的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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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制剂 417,092,577.00 201,729,749.24 51.63% 73.35% 27.34% 17.47% 

原料药及中间体 239,032,951.95 154,176,166.72 35.50% 38.99% 32.47%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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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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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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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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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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17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拓时代投资有限公

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27号），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宁波天衡的资

产重组获得证监会核准，2015年4月23日，本次交易标的天衡药业1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按规定于2015年5月将宁波天衡纳入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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