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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18-040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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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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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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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伦药业 股票代码 00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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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昊 黄新 

办公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 36 号 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 36 号 

电话 
公司总机：（028）82860516，                                 

投资人电话：（028）82860678 

公司总机：（028）82860516，                                

投资人电话：（028）82860678 

电子信箱 fengh@kelun.com sherry@kelu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业属于医药制造业，主要从事大容量注射剂（输液）、小容量注射剂（水针）、注射用无菌粉

针（含分装粉针及冻干粉针）、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腹膜透析液等25种剂型药品及抗生素中

间体、原料药、医药包材、医疗器械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是中国输液行业中品种最为齐全、

包装形式最为完备的医药制造企业，亦是目前国内产业链最为完善的大型医药集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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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598个品种共996种规格的医药产品、医药包材、医疗器械以及抗生

素中间体产品。其中，有118个品种共280种规格的输液产品、385个品种共616种规格的其它剂型医药产品、

47个品种共49种规格的原料药、10个品种的抗生素中间体、34个品种的医药包材以及4个品种共7个品规的

医疗器械。 

    公司生产的药品按临床应用范围分类，共有25个剂型550种药品。其中，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

版）》的药品为121种，被列入OTC品种目录的药品为82种，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2017版）》的药品

为262种。 

2010年科伦甫一上市，制定了“三发驱动”的发展战略。“三发驱动”是指推动公司发展的三大动力（发

动机）。第一台发动机：通过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品种结构调整，巩固和强化包括大输液在内的注射剂产品

集群的总体优势，继续保持科伦在输液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第二台发动机：通过对水、煤炭、农副产品

等优质自然资源的创新性开发和利用，构建从中间体、原料药到制剂的抗生素全产业链竞争优势，最终掌

握抗生素的全球话语权；第三台发动机：通过研发体系的建设和多元化技术创新，对优秀仿制药、创新型

小分子药物、新型给药系统和生物技术药物等高技术内涵药物进行研发，积累企业基业长青的终极驱动力

量。 

公司先后被评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企业、国家首批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公司拥有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大容量注射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容量注射剂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注射

用包装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和国家环境保护抗生素菌渣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中心

等五大创新平台；此外，公司还拥有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工业品牌培育示范

企业、国家级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企业、全国工业企业质量标

杆。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获得13项“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获得7项“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1项“十

三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及1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科伦”文字、图形及可立袋商标分别被评定为“中国驰名

商标”。 

     2017年，公司获评全国工商联医药业商会“2016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排名第三；中国化学制药工

业协会“2017中国医药行业企业集团十强”榜排名第四；国家工信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企业”，同

时科伦药业顺利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复审，此外，公司共有12家生产基地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在制造业智能转型方面与《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要高度契合，2017年科伦药业“高技术内涵医药智能

工厂新模式应用项目”成功获批工信部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重点项目。截至目前，科伦药业

子公司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分别获批国家工信部第一批和第二批绿色制

造体系示范（绿色工厂）。2018年3月，国家企业技术中心2017-2018年评价结果发布，全国1331家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有54家被评价为优秀，科伦药业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获评优秀，位列药企首位。公司在平

台建设、知识产权、两化融合、环境保护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获得国家各部委的充分肯定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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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4,948,841.00 8,565,943,415.00 33.49% 7,763,339,98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8,544,187.00 584,638,829.00 28.04% 645,271,32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305,259.00 537,571,814.00 -74.09% 627,300,96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2,520,828.00 1,725,407,415.00 -36.10% 1,239,429,436.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41 26.83%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41 26.83%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5% 5.21% 1.24%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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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7,988,160,462.00 23,409,878,945.00 19.56% 22,583,347,32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803,033,408.00 11,330,204,890.00 4.17% 11,060,039,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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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4,199,647.00 2,507,777,275.00 2,968,249,345.00 3,524,722,57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648,351.00 63,501,836.00 130,319,138.00 362,074,86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1,843,824.00 82,841,872.00 138,070,673.00 -263,451,11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044,923.00 497,594,207.00 139,074,048.00 258,807,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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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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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革新 境内自然人 26.33% 379,128,280 284,346,210 质押 257,140,000 

潘慧 境内自然人 10.57% 152,180,946 114,135,709 质押 90,799,997 

刘绥华 境内自然人 3.36% 48,339,93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

托·博远科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57% 37,000,000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创

赢投资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39% 34,360,000    

程志鹏 境内自然人 2.34% 33,658,663  质押 10,243,000 

上海珺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舟

山珺越东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62% 23,300,000    

陈世辉 境内自然人 1.60% 23,067,82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0% 17,348,447    

欧阳江 境内自然人 1.17% 16,789,4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绥华为刘革新之兄，不存在一致行动。公司控股股东刘革

新先生之子刘思川先生作为委托人通过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创赢投资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实施了增持，因此，该信托计划与刘

革新先生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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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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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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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7 科伦 01 112502 2022 年 03 月 13 日 80,000 4.89%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7 科伦 02 112550 2020 年 07 月 19 日 60,000 5.38%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8 科伦 01 112666 2020 年 03 月 26 日 40,000 5.84%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发行人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发布了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12科伦 02”2017年付息公

告，并于 2017 年 3 月 6 日，完成利息支付人民币 5,940.00 万元。 

发行人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发布了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12科伦 01”2017年本息

兑付暨摘牌公告，并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完成本息兑付人民币 158,400 万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12科伦01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出具了《四川科伦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7）》，评级结论为：“维持本期债券

信用等级AA+，维持发债主体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2科伦02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出具了《四川科伦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17）》，评级结论为：“维持本期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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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等级AA+，维持发债主体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7科伦01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0日，出具了《四川科伦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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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报告》，评级结论为：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7科伦01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出具了《四川科伦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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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评级报告（2017）》，评

级结论为：“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7科伦02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出具了《四川科伦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评级结论为：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以上评级报告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巨潮资讯网披露，请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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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9% 51.02% 6.1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5.52% 14.31% 1.21% 

利息保障倍数 3.09 2.14 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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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等一系列重大新政的发布和落地，对传统业态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

影响，促进了医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

用政策的意见》，将加速国内仿制药改革进程，国内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进程有望提速，仿制药进口替代有

利于国产优质仿制药的崛起，未来优秀仿制药龙头“马太效应”凸显。一系列新政推动着行业变革，向内涵

式发展方式转变，医药高质量增长时代来临，在政策的压力和市场竞争下，市场集中度会大大提高，药企

进入了淘汰赛。科伦“以仿制推动创新，以创新驱动未来”的研发战略思路将迎来广阔的发展前景。 

2017年对科伦而言，是承前启后、加速发展的一年。科伦通过创新与技术提升、产品结构升级，继续

巩固和加强了在输液领域的领先地位；抗生素板块伊犁川宁项目二期项目工程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川宁项

目将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创新药物研发方面，已进入收获期，众多新产品的陆续获批

将使科伦占据创新的制高点。科伦的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科伦的大输液制剂板块：2017年，科伦与石四药实现强强联合。中国输液领域正处于最后的深度整合

阶段，在政策导向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公司积极采取新技术、新工艺，节能降

耗，通过包材研发，推进包材成本的控制，从根本上降低原辅包材的成本；公司成立了生产技术部，以市

场为导向，结合产品在生产、流通、使用等环节中对其产品质量属性深入研究，进行产品质量攻关，实现

质量超越，持续提高公司产品质量层次，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公司推动产业升级，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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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大输液制剂板块整体毛利在2017年继续提升。 

科伦的抗生素全产业链：2017年，伊犁川宁实现了质的飞跃，伊犁川宁的建设和生产经营已登上崭新

的台阶。伊犁川宁将继续坚持“环保优先，永续发展”的战略理念，进一步推动抗生素全产业链的发展。 

科伦的新药研发创新：2017年，公司研发投入8.4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7.94%。随着 “多蒙捷”、“科

瑞舒”、“多特”等七个新产品获批生产，标志着科伦的创新驱动已进入收获阶段。科伦的创新专利海外成功

授权和创新ADC项目进行中美双报，是公司在创新药物全球化方面取得的新突破，标志着科伦的药物研究

迈出了国际化的坚实步伐。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4.35亿元，比上年增长33.49%，公司实现净利润8.1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29.91%，主要原因：（1）2017年公司的输液板块业务实现平稳增长，输液产品销售收入75.79亿元，同

比增长26.12%，公司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生产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生产成本降低，毛利和毛利率持续增

长；（2）非输液板块收入37.52亿元，同比增长68.68%，实现毛利10.36亿元，同比增长96.36%; 其中：伊

犁川宁抗生素中间体二期在试生产中未能如期释放产能，2017年亏损7,497.05万元。（3）公司对石四药集

团产生重大影响，会计核算方法发生变更，投资收益大幅增加；(4）顺应“两票制”政策，公司营销减少中

间环节，加大销售终端客户的开发和掌控力度，市场维护费和管理费用大幅增加；（5）公司持续大力推

动研发创新，研发费用大幅增加；（6）经营规模扩大，员工薪酬（股权激励）、修理费等大幅增加；（7）

邛崃分公司及新迪医化，其资产经济效益远低于预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大幅增加；（8）融资规模增加、

汇率变动、在建工程完工转固利息资本化减少，致财务费用大幅增加；（9）报告期利润总额增加致当期

所得税费用增加，以及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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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液 7,578,522,581.00 4,827,858,224.00 63.70% 26.12% 51.74% 10.75% 

非输液 3,752,037,195.00 1,035,923,801.00 27.61% 68.68% 96.36%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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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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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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a) 变更的内容及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4月及5月分别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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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准则42号”) 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以下简称“准则16号 

(2017)”)，其中准则42号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准则16号 (2017) 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后的主要会计政策已在附注五中列示。 

同时，财政部于2017年12月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 30

号) 。本集团按照该规定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 

本集团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及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i) 持有待售及终止经营 

本集团根据准则42号有关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

等规定，对2017年5月28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进行了重新梳理，采用未来

适用法变更了相关会计政策。本集团2016年度对于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会计处理

和披露要求仍沿用准则42号颁布前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采用该准则未对本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 

采用该准则后，本集团修改了财务报表的列报，包括在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

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等。 

 (ii) 政府补助 

本集团根据准则16号 (2017) 的规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进行了重新梳理，采用未来适

用法变更了相关会计政策。本集团2016年度对于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和披露要求仍沿用准则16号 (2017) 

颁布前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采用该准则未对本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采用该准则对本集团的影响如下： 

·对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在计入利润表时，由原计入营业外收入改为对于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对于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将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由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

进行分配； 

 (iii) 资产处置收益 

本集团根据财会 [2017] 30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比较

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调整。采用财会 [2017] 30号的规定未对本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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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文件要求，本集团在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 (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 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

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也包括在该项目内。上述项

目原在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反映。 

 (b) 变更对当年财务报表的影响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17年度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各项目、2017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

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的增

减情况如下： 

- 本年会计政策变更对2017年度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各项目的影响分析如下： 

项目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增加 /  

 (减少) 当年报表项目金额  

本集团 本公司 

其他收益 91,548,435 28,079,979 

减：资产处置损失 -21,336,538 -6,523,159 

加：营业外收入 -96,833,453 -28,168,966 

减：营业外支出 -26,621,556 -6,612,146 

（2）会计估计变更：无。 

（3）会计核算方法变更：2017年11月，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科伦国际发展合计持有石四药集团

571,104,000股普通股，占石四药集团已发行股本的20.06%。同时，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冯昊先

生于2017年11月起获委任为石四药集团非执行董事。因此本集团能对石四药产生重大影响，故将持有的石

四药集团股权投资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更为“长期股权投资”并以权益法核算，由此增加公司净利

润人民币5.6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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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科纳斯制药成立科纳斯医化；浙江国镜成立浙江科伦医贸，并于同年公司与子公司浙

江国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收购浙江国镜所持有浙江科伦医贸的全部股权；科伦晶川收购科伦川

才和科伦川智；河南科伦成立河南科伦医贸；公司收购新疆医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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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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