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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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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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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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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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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羚锐制药 600285 羚锐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强 毛改莉 

电话 0376-2973569 0376-2973569 

办公地址 河南省新县城关解放路59号 河南省新县城关解放路59号 

电子信箱 yeqiang@lingrui.com maogaili@lingrui.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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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360,081.90 2,981,521,393.69 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27,014,901.75 2,087,072,302.55 1.9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985,741.92 -22,366,970.3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832,684,367.60 663,577,690.93 2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4,000,758.51 98,430,014.11 3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1,848,613.47 93,231,716.58 3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22 5.32 增加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6 0.178 26.9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6 0.178 26.9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3,442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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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河南羚锐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57 121,817,898 41,916,167 质押 106,779,079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14 12,685,836   无   

民族证券－宁波银行－民

族－羚锐小羚羊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96 11,616,766 11,616,766 无   

信阳新锐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3 10,867,500   质押 10,85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73 10,266,699   无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银保账户 

未知 1.72 10,199,597   无   



平安资管－邮储银行－如

意 10号资产管理产品 

未知 1.69 10,000,039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59 9,391,211   无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未知 1.29 7,647,682   无   

新县鑫源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27 7,538,315   质押 7,538,3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名股东中，除河南羚锐集团有限公司与信阳新锐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新县鑫源贸易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外，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医药行业仍处于深刻变革之中，行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断深化。2016年出台

的两票制、医保控费、分级诊疗等政策正式落地，给医药行业带来新的挑战，2017年《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也完成了调整并发布实施。在此形势下，公司围绕董

事会制定的 2017年经营计划，继续巩固营销模式改革成果，大力开拓市场，深化营销体制改革，

保质保量安全生产，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3,268.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400.08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184.86万元，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36.14%、30.69%。 

报告期内，贴膏剂事业部以提升营销业绩为核心，推进产销深度融合；以提升生产管理水平

为根本，狠抓质量管理和风险防控工作。市场营销方面，深化营销体制改革，通过充分地市场调

研，实施营销大区总经理竞聘机制，进一步强化销售团队建设；围绕“定目标、强执行”的营销

战略，保证主导产品增量增效；生产管理方面，加强生产全过程质量管理，开展系列技术攻关活



动，不断改进生产工艺，保障药品质量；实施安全标准化管理，定期排查、整改隐患，保证安全

生产。 

报告期内，信阳分公司继续加大诊所开发和连锁店服务营销两种销售模式的推广力度。积极

补充营销人员加强营销团队，启动新开发省份诊所市场；对市场区域负责制进一步优化，明确区

域负责人的市场经营主体地位，充分调动负责人的积极性；开展内控质量标准研究工作和生产工

艺及流程优化工作，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报告期内，芬太尼事业部积极开拓市场，充分借助代理商的优势，强化市场的开发渗透，维

护公司在麻醉药品领域的销售优势；积极承办和参加大型学术研讨会及学术推广活动，提升公司

产品知名度。 

报告期内，大健康事业部不断丰富销售模式，全力开拓市场，线上线下销售齐发力，实现了

扭亏为盈。开发多个线上店铺、旗舰店；顺利完成省内大型商超的进场，同时，借助省内外食博

会、茶文化节等大型活动大力宣传产品。持续进行工艺优化和新产品研发，不断丰富大健康产品

的品类。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医疗器械事业部，事业部顺利完成组织机构整合、设备改造、产品投

产等工作，紧紧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量、控制生产成本三条主线合理安排生产，合理调配

人员。对小羚羊小儿退热贴实施严格的质量管理，成功开发蒸汽热敷眼罩并投产上市。 

报告期内，年产 100 亿贴膏剂产品建设项目顺利通过 GMP 认证，并获得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药品 GMP证书》。该项目从节能、环保、自动化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优化。通过

GMP 认证有利于扩大公司贴膏剂产品规模，扩充产品线，促进产品生产质量和生产能力的全面升

级。 

报告期内，公司独家品种结石康胶囊进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

录（2017 年版）》；芬太尼在 2017版国家医保目录中的备注由《2009 版医保目录》中的“限癌症

疼痛病人口服和注射镇痛失败者”变更为“限癌症疼痛患者或其他方法难以控制的重度疼痛”。进

入医保目录、医保目录备注的调整有利于扩大产品销量，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董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及新一届经营班子的聘任

工作。新一届董事会及经营班子的人员组成、专业分布和知识结构及其代表性合理全面，对进一

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更好更快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

府补助》的通知，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变更。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

[2017]15 号）的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

他收益”项目，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

类至“其他收益”项目。“其他收益”科目本报告期金额增加 2,489,834.72 元，“营业外收入”科目本报

告期金额减少 2,489,834.72 元。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

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程剑军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