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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0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2018-050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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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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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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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实际发行在外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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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邦制药 股票代码 00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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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船 林翰林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与航天大道

交汇处科开 1 号苑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与航天大道

交汇处科开 1 号苑 

电话 0851-88660261 0851-88660261 

电子信箱 xygg1996@163.com lhlin410@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 

  医疗服务业务   

     在医疗服务领域，公司下属肿瘤医院、白云医院、乌当医院、安顺医院、仁怀新朝阳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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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医疗机构，其中肿瘤医院是贵州省唯一的三甲肿瘤专科医院，白云医院是有较高知名度

三级综合医院，在贵州省内已形成了一定品牌效应。公司下属医院拥有床位数近6000张，医

疗机构具有各自的特色学科、专家团队及职能分工，已建立起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优质医院

网络。具备肿瘤专业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拥有“互联网+医疗”平台，已形成集医生、药

师、患者、数据、服务为一体的云端医疗联合体。 

  医药流通业务   

     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渠道资源并建立起覆盖省内多家知名医院和医药流通公司的医药流

通销售网络，形成了三大特色配送体系和两个专业化公司的格局，配送网络不断扩大和延伸，

代理种类和品种不断增加，从而实现规模和盈利增长。以公司拥有的医院为终端依托，以较

强的营销能力为实力，商业公司具有很强的议价能力。拥有具备连锁资质的零售药房，已经

初步形成了覆盖公司既有医院和主要合作医院的医药零售网络。 

  医药工业业务   

     中肽生化在多肽领域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拥有与国际知名制药企业长期合作建立起的

客户黏性等独特优势。中肽生化的体外诊断试剂业务，基于前沿技术水平和稳定产品质量，

已取得美国FDA和欧盟CE认证。   

     公司拥有17个国家基药目录品种，其中包括公司的主打品种：益心舒胶囊、脉血康胶囊、

维血宁颗粒、银杏叶片、六味安消胶囊、贞芪扶正胶囊。拥有24个国家医保目录品种，其中

关节克痹丸为独家品种。 

2、行业发展状况    

近年来医药行业政策密集落地，医改已进入深水区，改革方向细化明晰，覆盖了从药品

供给侧到需求侧的各个重要环节。公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医保支付改革、“零加成”、“两

票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系列行业政策的逐步落实执行，将引导行业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行业增速可能呈现放缓的趋势，加速行业洗牌。近日，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

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提出，加大医护人员培养力度，加强全科医生、儿科医生队伍建设；

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通过发展“互联网+医疗”、医联体等，把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随着“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医药、医疗、健康管理等行业将逐渐衍生出多种创新的商业

模式，要求企业全面提升质量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为应对行业新形势，夯实主营，

不断进行战略调整，扩充产业链，降低经营风险。 

随着“健康中国”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地位，健康产业作为国家的支柱型战略产业、民生产

业，随着人口老龄化、城镇化趋势明显，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大众健康意识增强，消费结构

升级加快，促进了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医药需求的持续增长，政府对医疗投入的不断加大，

提供了资金来源，“十三五”时期将成为医药行业发展的大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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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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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6,002,471,030.96 5,157,031,775.28 16.39% 4,179,756,09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9,383,501.24 246,012,798.35 29.82% 174,379,44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8,103,856.26 185,791,839.58 60.45% 157,687,857.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42,949.00 -198,585,062.17 201.59% 217,402,165.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5 26.67%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5 26.67%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3% 4.25% 0.68% 7.0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1,954,952,353.81 10,797,081,200.48 10.72% 6,504,893,56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15,306,677.94 6,352,062,815.88 4.14% 2,541,866,372.89 

注：截止本报告报出之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37,667,177 股，扣减已回购的股份，公司发行在外的总股本为

1,667,228,611 股，上述每股收益按此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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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978,873.60 1,395,747,098.08 1,626,629,685.49 1,626,115,37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411,456.62 94,119,141.17 100,070,316.15 72,782,58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218,903.19 92,113,334.09 97,509,256.81 61,262,36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61,536.98 14,261,457.71 117,214,205.83 90,328,8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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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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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誉曦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04% 358,764,349 0 质押 358,764,349 

贵州贵安新区

金域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28% 141,175,957 80,432,682 质押 119,230,000 

UCPHARM 

COMPANY 

LIMITED 
境外法人 5.66% 96,460,903 96,460,903 质押 5,577,488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表卫东 境内自然人 4.58% 78,140,005 0 质押 29,900,000 

琪康国际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76% 64,069,935 64,069,935 质押 64,069,935 

北京民生新晖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5% 55,465,868 55,465,868 质押 40,850,000 

嘉兴海东清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2% 39,520,958 39,520,958 质押 39,520,958 

安怀略 境内自然人 2.27% 38,669,620 756,805 质押 24,160,000 

杭州海东清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1% 27,481,806 27,481,806 质押 27,481,800 

深圳市对口支

援办公室 
国有法人 1.33% 22,651,5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安怀略是贵州贵安新区金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二者为一致行动人；

UCPHARM COMPANY LIMITED 与杭州海东清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兄妹关系，为一

致行动人；琪康国际有限公司与嘉兴海东清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均

为徐琪，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管理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

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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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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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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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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17 信邦 01 112625 2022 年 12 月 05 日 30,000 6.18%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不适用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经新世纪评级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该级别反映了公司经营处于良性循环

状态，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本期债券信用等

级为AA，该级别反映了债券的偿付安全性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和评级机构的业务操作规范，在本次公司债存续期（本次

公司债发行日至到期兑付日止）内，评级机构将对其进行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年出具一次，跟踪评级结果和报告于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2个月内出

具。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是评级机构在公司所提供的跟踪评级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评级判断。 

在发生可能影响公司信用质量的重大事项时，评级机构将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程序，公

司应根据已作出的书面承诺及时告知评级机构相应事项并提供相应资料。 

评级机构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公司、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

行披露。 

在持续跟踪评级报告出具5个工作日内，评级机构将把跟踪评级报告发送至公司，并同时

发送至交易所网站公告，且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将不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

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如公司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评级机构将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监管的要求和评

级机构的业务操作规范，采取公告延迟披露跟踪评级报告，或暂停评级、终止评级等评级行

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3.47% 39.94% 3.5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9% 0.21% -0.02% 

利息保障倍数 4.55 2.98 52.68%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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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0,247.10万元，同比增长16.39%；实现净利润33,148.65万元，

同比增长36.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938.35万元，同比增长29.82%；基本每

股收益为0.19元，同比增长26.67%；总资产1,195,495.24万元，同比增长10.72%；净资产

675,864.59万元，同比增长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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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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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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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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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1）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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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3）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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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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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

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不适用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2017年度、

2016年度金额分别为

331,486,491.60元、

242,703,786.88元；列示终止经

营净利润2017年度、2016年度金

额均为0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

较数据不调整。 

不适用 

其他收益：14,496,157.85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

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

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不适用 

2017年度、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

分别减少6,276,053.09元、0元；

2017年度、2016年度营业外支出

分别减少118,620.70元、

3,708,131.48元；2017年度、2016

年度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分

别为6,157,432.39元、

-3,708,131.48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重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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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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