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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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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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17 年度合并后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515,802,593.36 元，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1,023,739,113.51 元。 

公司拟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109,767,43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送现金红

利 0.5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55,488,371.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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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制药 60042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魏冬松 刘多 

办公地址 上海市北京西路1320号 上海市北京西路1320号 

电话 021-52373839 021-52372865 

电子信箱 xdzy_weidongsong@sinopharm.com xd_zhengquanban@sinophar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业务，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规定，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产品范围涵盖抗感染药物、心脑血管药物、抗肿瘤药

物、麻醉精神类药物、代谢及内分泌药物及大健康产品等治疗领域，拥有化学原料药（包括麻醉

精神类管制产品）、生化原料药、微生物发酵产品及片剂、胶囊剂、注射剂、颗粒剂、混悬剂、栓



剂和软膏剂等 30 多种剂型，几乎涵盖了《中国药典》所附所有常用剂型。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拥

有 1921 个药品批准文号，19 个兽用疫苗批准文号；其中在产药品 897 个品规，动物疫苗 18 个品

规；过亿元产品 21 个。核心产品硝苯地平控释片、人尿生化产品、达力新系列产品、达力芬系列

产品、阿奇霉素系列产品、注射用甘露聚糖肽、青霉素和头孢菌素原料药及中间体等畅销海内外，

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美誉度。 

（2）公司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采取“仿创结合、以仿为主”策略，

持续聚焦“抗感染药物、抗肿瘤药物、麻醉精神药物、心脑血管药物、代谢及内分泌药物”五大产

品领域。通过整合内部研发资源，建立以母公司为统筹中心的多层次研发体系，形成条块清晰、

优势引领、专业分工、资源集中、产学研相结合的综合性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2）生产模式 

公司始终秉承“质量至上”的原则，严格按照 GMP 要求开展生产活动，从预算管理、原料采购、

人员配置到生产管理、质量监控等全部生产过程实行 EAS 信息化管理，确保药品质量的安全有效，

在生产管理方面，总部层面采取统筹协调、目标管理，工工协同及制定质量管理体系，深挖内部

融合，子公司落实具体的生产管理工作，从而实现生产资源集约化、效益最大化。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经销分销+招商代理+学术推广”的销售模式，已建立起遍布全国大部分省区的

销售网络。经销分销方面主要同各大有资质的药品经销分销商（包括集团内部兄弟公司国药控股）

合作，覆盖全国的药品配送渠道；招商代理方面通过代理商实现对国内大部分医院和零售终端的

覆盖；公司自建以产品为基础的营销团队，开展专业化的学术推广。 

（3）行业情况 

医药制造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自于药品消费的刚性

需求，行业周期性特征不突出。但同时，医药行业是国家重点监管的行业之一，属于典型的政策

驱动行业。 

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涉及药品研发、生产、流通、

支付等方面的政策陆续落地，促使医药制造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行业竞争更加激烈。药品招标、

医保控费等政策的深入实施，致使部分药品价格持续下降，相关制药企业收入增速放缓，利润空

间进一步压缩；用药政策的深入调整，减少辅助用药、限制抗生素、限制门诊大输液等，对相关



企业的经营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 

但另一方面，2017 年是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年，建设“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

战略，医药健康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创新药优先评审、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政策的引导

下，医药行业正加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 年 1-12

月，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5%，实现利润总额 3,314

亿元，同比增长 17.8%，增速进一步加快。 

 

图 3-1 中国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变动情况 

 

 

图 3-2 中国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增速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 

从药品消费终端上看，由于继续受到招标限价、严格控制药占比及取消药品加成等政策的影

响，三大药品终端市场销售额增幅进一步走低，2017 年我国药品市场总销售额为 16,118 亿元，同

比增长 7.6%，增幅达到近几年新低。药品销售终端增长的乏力将直接影响医药工业企业的收入增

长，上下游的背离将进一步加大。（数据来源：CFDA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 

（4）报告期内业绩驱动因素 



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51,775.3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6.66%，实现利润总额 95,378.4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580.2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8.15%，经营情况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报告期内，微观政策层面的细分政策持续收紧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产生了较大冲击，正处于重组整合初期的公司面临较大的发展压力。2017 年，环保政策

的进一步收紧及由此引发的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公司原料药板块受到巨大影响，2017 年收

入和利润双双走低，国药威奇达与威奇达中抗业绩承诺均未能完成；二胎政策实施效果低于预期

及新竞争对手的加入，使得天伟生物生化产品的收入和利润增长未达预期。制剂产品方面，限抗、

限辅、限门诊输液及营养性药品等政策，对抗生素制剂、辅助用药的销量收入产生负面影响，此

外，药品招标竞价、二次议价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导致产品的利润空间受到压缩，国药致君、国药

一心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公司心脑血管药物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受益于两

票制对于普药销售的拉动作用，国药容生与现代哈森本年度有所放量。 

面对政策压力和行业发展格局，公司上下继续坚持战略引领，攻坚克难，承压前行，全面推

进重组后的各项整合、融合、发展工作。其一，升级中长期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中长期发展

目标，即“成为创新驱动型的，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跨国制药企业”，战略定位为“一体两翼，以

化学制药工业为主体，以生物制药和大健康业务为两翼的发展格局”，通过推进“工工协同、工商

协同、研发协同、营销协同”，聚焦“抗感染、抗肿瘤、心脑血管、麻醉精神类、代谢及内分泌”

五大领域，全面推进战略构想的实现；其二，构建总部统一管控平台，压缩管理层级，提高运营

管理效率，实现“服务+管控”的定位，专业化管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其三，积极推进营销协同和

工工协同，营销方面采用领军企业引领的发展模式，带动相同、类似治疗领域产品的销售。工工

协同方面，通过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了体系内部部分原料药和制剂的产业链协同，突破上

游资源的限制；其四，全力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向品牌仿制药持续转型，报告期内头孢呋辛

酯片（达力新）成为第一批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公司尚有 64 个重点产品正在推进仿制

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其五，着力增强研发力度，2017 年公司开展重大项目 6 项，其中抗肿瘤药物

2 项，麻醉精神类药物 4 项，开展重点项目 13 项，涉及抗感染、抗肿瘤、麻醉精神类、内分泌等

治疗领域。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生产批件 2 项、补充申请批件 29 项、临床批件 19 项，获得专利授

权 24 项；其六，着力精细管理、提质增效，公司的管理效能得到有效提升，为公司健康可持续发

展夯实基础。 

未来公司将继续紧跟市场趋势和政策变化，全力深入推进战略发展规划的落地实施，通过深

化改革激发发展活力、通过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动力、通过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通过开放合作



拓展发展空间、通过提质增效提升发展水平，推动公司按照既定路线健康快速发展，践行作为央

企化学药健康产业平台所应承担的经济与社会责任。 

（5）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药集团旗下化学药工业发展的统一平台，产品聚焦“抗感染、抗肿瘤、心脑血管、麻

醉精神类、代谢及内分泌”五大领域，在中国药品市场最具用药规模和成长动力的治疗领域完成产

品布局，并形成了原料药、化学制剂、生化制品等医药工业的全产业链覆盖。在抗生素、心脑血

管、麻精类药物等细分市场具备一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公司多个产品被列入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上海市高新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上海市火炬计划项目，并多次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奖、上海市科技成果奖、上海

市优秀新产品奖、上海市名牌产品和上海市医药行业名优产品等，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

知名度。公司年销售规模位列国内化学制药企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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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2015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5,170,591,047.76 15,015,073,843.45 1.04 13,951,839,552.96 4,137,410,143.98 

营业收入 8,517,753,726.31 9,125,774,773.35 -6.66 8,987,612,304.14 2,682,244,69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15,802,593.36 476,933,718.37 8.15 529,991,990.67 221,052,73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25,961,453.27 162,304,431.35 162.45 208,970,781.38 208,970,78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173,378,378.43 5,703,981,067.87 8.23 3,878,975,132.69 1,328,421,679.3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14,541,656.95 838,576,838.24 176.01 1,665,668,745.30 226,646,450.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648 0.4298 8.15 1.1203 0.768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648 0.4298 8.15 1.1203 0.768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78 9.38 减少0.60

个百分点 

14.34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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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7,047,156.71 2,212,613,699.88 2,007,119,088.04 1,930,973,78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546,917.21 197,718,158.93 88,720,530.71 69,816,98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3,811,045.83 200,526,016.37 60,839,207.62 10,785,183.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3,792.98 174,161,130.83 438,348,749.63 1,704,215,5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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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6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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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119,756,311 239,512,622 21.5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202,789,110 202,789,110 18.27 202,789,110 无 0 国有法人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172,837,064 172,837,064 15.57 172,837,064 无 0 国有法人 

韩雁林 85,274,446 85,274,446 7.68 85,274,446 无 0 境内自然人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3,462,474 33,462,474 3.02 33,462,474 无 0 国有法人 

杭州潭溪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28,574,698 28,574,698 2.57 28,574,698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广慈医学高科技公司 6,260,000 12,520,000 1.13 0 无 0 国有法人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1,916,548 12,191,008 1.10 0 无 0 未知 

上海高东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 

3,807,678 7,615,356 0.6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徐志英 7,524,421 7,524,421 0.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国药集团一致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均隶属于中国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与长信

基金－宁波银行－永诚财产保险－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同属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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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775.3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6.66%；实现利润总额 95,378.4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580.2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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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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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修订会计准则并变更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修改财务报告列报：与日

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将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将计入营业外收支。同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

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无重大影响。（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日 12 日发布的《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新会

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2、本公司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及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相关规定，区分终止经营损益、持续经营损益列报，采

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3、本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1 日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 号）相关规定，在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并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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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

子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或主体。本期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的变动详见附注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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