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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4                           证券简称：陇神戎发                           公告编号：2018-012 

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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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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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345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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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陇神戎发 股票代码 30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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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勤辉 薛守兵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金科路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金科路 

传真 0931-5347119 0931-5347119 

电话 0931-5347119 0931-5347119 

电子信箱 lsrfzq@163.com shbxue@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医药产品、医疗产品、保健卫生产品的研究开发；中成药、保健食品、原料药

的生产和销售。目前共有滴丸剂、片剂、硬胶囊剂、膜剂4种剂型。主要产品元胡止痛滴丸、酸枣仁油滴

丸、鞣酸小檗碱膜和七味温阳胶囊均为独家品种，3种药品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版），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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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被列入OTC甲类品种，5种药品被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版）。公司主打产品元胡止痛滴丸为国家重点新产品，为无成瘾性的纯中药全科用药，临床应用广泛，特

别适合于治疗慢性疼痛，既可单独作为止痛类药品使用，用于理气、活血、止痛，也可做辅助类药品综合

组方用药。元胡止痛滴丸具有镇痛、镇静、催眠、抗溃疡、抑制胃液分泌等作用，对于治疗行经腹痛、胃

痛、胁痛和头痛疗效显著。近年来大量临床验证，该药也常用于治疗浅表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冠心病、

心绞痛等属于气滞血瘀者。元胡止痛滴丸属于中药非处方药品，连续被列入2009 年版和2012年版《国家

基本药物目录（基层版）》，是国家医保甲类药品。  

2、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医药行业存在着较高的行业政策性壁垒，国家在医药行业准入、生产经营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

法规，以加强对药品行业的监管，尤其对于中成药，符合条件的药品可以申请中药品种保护，保护期内国

内企业不能进行仿制和改剂型的申请。公司致力于中药产业化领域特色、健康的中成药的研发和生产，符

合国家确立的中医药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另外，国家医药体制目前处于改革和调整阶段，

国家基本药物、药品招投标、药品价格等方面的法规和政策调整会对公司的经营模式、药品研发、盈利能

力等产生重要的影响。 

受医保政策的深入实施以及患病人群日益增长的因素影响，国内止痛药市场呈现稳健增长的态势。由

于中药在我国居民的健康意识中存在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患者和医生中认可度较高，虽然其止痛效果较化

学药止痛药缓慢，但由于其“标本兼治”以及副作用较少的优点，所以在多种慢性病痛症领域增长迅速。以

元胡为主要成分制成的滴丸、颗粒、片剂及胶囊，止痛作用显著，具有效力持久、毒性小、服用方便等特

点，可用于气滞血瘀引起的胃痛、胁痛、头痛及月经痛等。公司主要产品元胡止痛滴丸2009年、2012年进

入基药目录，凭借良好的疗效，市场规模迅速扩大，销售保持高幅增长，主要销售于医院终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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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69,587,022.62 269,681,016.10 -0.03% 277,360,87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12,165.17 47,252,339.92 -63.79% 60,677,16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77,886.52 43,529,856.68 -72.02% 51,420,529.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3,780.20 13,135,424.42 -115.64% 30,601,503.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4 0.1917 -70.58% 0.93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4 0.1917 -70.58% 0.93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9.61% -7.19% 15.9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782,229,902.86 763,476,182.16 2.46% 646,742,20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12,192,893.57 703,736,407.65 1.20% 405,573,2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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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47,180.08 72,521,007.62 62,833,653.03 76,385,18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51,783.13 6,265,560.65 -1,023,895.22 4,218,71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5,631,439.38 4,934,731.81 -2,108,655.22 3,720,37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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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93,346.93 -6,756,642.23 -15,403,332.77 28,699,5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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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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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7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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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永新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10% 79,176,142 79,176,142 质押 39,588,073 

甘肃生物产业

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19% 21,822,577 0   

通用技术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7% 16,289,227 0   

兰州永新大贸

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83% 11,609,108 11,609,108 质押 5,804,550 

詹显财 境内自然人 2.50% 7,588,864 7,588,864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8% 6,626,806 0   

甘肃省循环经

济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 6,066,600 0   

张双全 境内自然人 2.00% 6,060,000 0 质押 5,060,000 

东证融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9% 5,728,113 0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国有法人 1.75% 5,300,050 5,014,1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兰州永新大贸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为大股东西北永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

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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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激烈的医药行业市场竞争，国家关于医保控费、药品招标二

次议价等系列医药卫生体制供给侧改革政策等带来的挑战，公司管理层精心经营、恪尽职守，创新选人用

人管理机制，优化机构设置，灵活调整营销策略，合理配置市场资源，积极推动技术革新和新品研发，公

司生产经营管理各项业务稳定。公司主要业务回顾如下： 

1、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2017年度，在国家调整医药行业政策的背景下，面临新生产基地产能逐步释放，销售压力不断加大的

情况下，公司始终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以市场维护及开拓为导向，积极挖掘市场潜力，大力推进市场

营销，公司经营保持稳定，总体收入水平较上年基本持平，实现了公司稳健的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6958.7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11.2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3.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17.7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2.02%。 

2、全面推进技术研发，技改技措取得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推进科研开发工作，积极调整研发策略以应对国内药品审评审批政策不断变化、

注册标准不断提高等各种大环境的影响。同时，立足独家产品和中药特色产品优势，积极推进新产品的创

新研发、成果转化，加强原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以下科研成果：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和甘肃省中药新药剂型研究工程实验室两个省级技术平台通过省政府主管部门考核；鞣酸小檗碱原料

药生产线通过GMP认证，内部技术工艺优化成效显著，完成鞣酸小檗碱原料合成工艺优化项目，使得产品

质量收率显著提升，生产周期缩短，为斯娜格膜的生产、销售提供了原料保障；《元胡止痛滴丸二次开发

研究》专著出版发行，成为国内首个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专著；首个自主研发的保健食品“藤茶解酒片项

目”取得检测机构的相关检验、检测报告，获得国产保健食品新产品注册受理，入选兰州市2017年科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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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项并获得专项资金支持；完善技术成果引进评估机制，全年完成国内新药和保健食品技术成果引进项

目评估11项。 

3、完善公司治理，促进规范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内控建设，规范“三会”运行，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投资者关系等工

作，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内部控制，加强员工队伍培养，创新多元用人机制，拓宽人才选拔、引进

和培养渠道，同时结合新生产基地的投产运行，全面推进组织架构及管理流程优化、营销网络强化等工作，

努力提升企业管理绩效；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和品牌宣传，企业管理基础不断夯实，职工凝聚力明显提升；

通过互动易平台、投资者来电接听等多方式，畅通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交流的渠道，增强公司运作透明度，

维护上市公司良好市场形象。 

4、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跟进“黄芪当归胶囊技术引进转化项目”工作，按照评审结论，已向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提交技术转让补充申报材料，目前补充申报资料已受理；公司首个自主研发的保健食品“藤

茶解酒片项目”已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注册申报材料，并按要求提交补正材料，目前已受理审

核。 

产品名称 注册分类 功能主治 注册所处阶段 进展情况 

黄芪当归胶囊 保健食品 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

护功能 

技术转让 技术审评 

隴神牌斗九片 保健食品 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

助保护功能 

注册申报 受理审核 

5、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麻杏止咳胶囊入选甘肃省医保目录（2017版），该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没

有新进入或者退出国家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 

公司主要产品元胡止痛滴丸、酸枣仁油滴丸、鞣酸小檗碱膜和七味温阳胶囊均为独家品种，其中元胡

止痛滴丸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元胡止痛滴丸、复方丹参片和消炎利胆片3种药品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2012版）；元胡止痛滴丸、麻杏止咳胶囊、七味温阳胶囊和消栓通络片4种药品被列入OTC甲类品

种；元胡止痛滴丸、复方丹参片和消炎利胆片、消栓通络片和三七伤药片5种药品被列入《国家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版）。 

6、本报告期及去年同期销售额占公司同期主营业务收入10%以上的药品情况 

药品名称 功能主治 发明专利起止期限 注册分类 是否属于中

药保护品种 

元胡止痛滴丸 理气，活血，止痛。用于气滞

血瘀的胃痛，胁痛，头痛及痛

经等。 

2010年7月20日至

2029年7月20日 

中药8类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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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丸剂类 253,957,868.06 84,727,223.66 33.36% 6.62% -2.47%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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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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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实施。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3月22日决议

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该项会计准则,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

查阅公司于2018年3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8-015号）；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的通知》（财会[2017]15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自 2017 年6月12日起实施。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7

年10月25日决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7-056号）；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于2018年3月22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开始执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18年3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8-015号）。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发的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

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

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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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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