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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2017-010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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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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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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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6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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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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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慈制药 股票代码 00264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芝瑛 安文婷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68 号 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68 号 

电话 0931-8363280 0931-8362318 

电子信箱 lvzhiying3619@126.com anwenting_fcz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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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中成药及大健康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中药材种植、加工及销售，常年生产丸

剂、片剂、颗粒剂、糖浆剂、胶囊剂、胶剂等11种剂型的110多种产品。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品牌承继于1929

年始建于上海的上海佛慈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公司在中成药生产方面拥有深厚的技术沉淀和健全的

质量保证体系。公司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佛慈”是国家商务部首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佛慈”

商标是“中国驰名商标”，“佛慈”、“宝炉”、“岷山”商标是甘肃省著名商标。公司产品行销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等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连续多年位列中国中成药出口企业前十名。公

司主要产品有六味地黄丸、逍遥丸、香砂养胃丸、参茸固本还少丸等系列中成药以及阿胶、阿胶糕等大健

康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历经税务“营改增”和医药行业“两票制”的外部环境变化，以及一边保障正常生产

经营，一边大力推进兰州新区项目建设的内部挑战。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应对，坚持外抓市场、内强

管理、开源节流的工作思路，一方面强化市场建设，加强重点市场、医院市场、国外市场的开拓力度，推

广重点产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整合营销渠道、加强渠道管控，稳步提升销售业绩；另一方面积极开

展节能降耗、挖潜增效活动，有效控制生产成本、管理成本，并通过保本理财创造收益，提高运营效益。

2016年，公司经营情况总体良好，取得了较好的生产经营业绩。 

（2）行业发展趋势 

中医药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护和增进人民

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对防病治病、救灾防疫、军需战备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城镇化的推进、医疗卫生体

系的完善等因素的影响，中医药行业市场总量逐步增长，虽然近两年受宏观经济影响，中医药行业增速有

所下滑，但是随着2016年一系列的新政策出台，中医药行业未来将迎来政策红利推动创新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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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63,255,420.48 327,584,499.71 10.89% 399,071,33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926,238.43 42,947,621.75 41.86% 34,652,86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906,335.61 36,483,361.24 53.24% 25,378,382.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901,044.93 64,114,416.35 -11.25% 93,746,664.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93 0.0909 31.24% 0.09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93 0.0909 31.24% 0.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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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3% 4.05% 0.78% 4.8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036,714,440.09 1,362,418,508.84 49.49% 1,046,618,31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90,583,264.04 1,233,652,938.61 4.61% 735,219,6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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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84,779.47 93,738,159.43 87,248,667.59 95,183,81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37,246.34 21,088,121.46 16,382,900.14 14,217,97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70,047.92 19,749,630.62 15,949,249.93 10,637,407.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14,998.03 27,914,815.70 28,927,229.25 -12,355,9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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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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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佛慈制药厂 国有法人 60.09% 306,854,9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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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82% 4,188,493 0   

许鑫磊 境内自然人 0.43% 2,207,784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其他 0.33% 1,694,819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国企创新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7% 1,374,982 0   

江创成 境内自然人 0.25% 1,292,624 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信托锐进 35 期神农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3% 1,194,042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9% 986,250 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信恒久价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19% 961,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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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乾眷 境内自然人 0.18% 91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兰州佛慈制药厂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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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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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本报告期，公司的经营环境较为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医药行业整体增速放缓，国家对医药

产业监管加强，医改政策和行业政策多变，受旱季影响中药材价格上涨，同时，公司面临因生产场地制约

导致产能受限、产品结构调整、产品出口压力等不利因素，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应对，坚持外抓市场、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内强管理、开源节流的工作思路，通过对外拓展市场，对内挖潜增效、强化管理等措施使公司生产运行效

率显著提高，公司基础管理得到有效夯实，整体运营效率明显提高。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325.54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0.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92.6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1.86%。 

（1）市场营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强化市场建设，优化市场布局，在巩固提升、做细做透陕甘主

力市场的同时，加大对上海、江浙、广东等重点培育市场的开发；加强医院市场的开发力度，积极参与基

药招标；梳理和优化产品结构，加强对经典方浓缩丸、独家品种参茸固本还少丸、阿胶等重点品种的推广

力度；整合营销渠道，加强渠道管控，加大连锁终端销售；强化品牌形象，加大市场投入，集中资源开展

陕甘市场重点区域终端标准化建设，通过形象店建设、广告投入、终端促销等方式，着力提高产品市场占

有率；优化营销队伍管理和建设，引入激励和淘汰机制，引进专业化营销人才，提升营销团队业务能力和

执行力；积极发展电商业务，在淘宝、京东等多个电商平台开设企业自营店铺，依托康爱多大药房开设天

猫佛慈官方旗舰店；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国际市场开发力度， 2016年出口额继续位列中国中成药

出口企业前十名。 

（2）科研开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科研投入，积极开展质量标准研究、工艺技术改进、知识

产权保护等工作。牵头启动实施国家中药标准化项目“当归、党参、大黄等6种中药饮片标准化”建设；承担

国家“当归提取物国际商务质量标准”的研究制定；开展以甘肃地产大宗中药材为原料的单味及经典名方配

方颗粒标准研究；积极推进中药国际药品注册与标准研究；对独家品种复方黄芪健脾口服液进行二次开发

与大品种培育；与兰大一院开展产学研合作，全面启动“疏乳消块胶囊”新药联合开发项目；进行阿胶系列

健康食品以及健康饮品开发与升级。 

（3）生产质量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安排生产调度；加大技改力度，

引进和购置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全自动制丸生产线、包装生产线、质谱仪等生产设备和检测分析仪器，

优化生产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对生产全过程的监督管理，保证产品生产和质量的可控性与稳定性；

生产线全部顺利取得国家新版GMP证书，第9次顺利通过澳大利亚TGA-GMP认证并再次获得TGA-GMP认

证检查最高质量等级（A1）的佳绩，通过省市食药监局日常监督检查及GMP 跟踪检查；药品市场抽检合

格率保持100%，佛慈香砂养胃丸、杞菊地黄丸、逍遥丸再次被评为“甘肃省名牌产品”；逐步建立一级供应

渠道，尽量遵循产地化采购原则，加强原辅料、包装材料库房的分类管理，保证原辅材料质量，降低采购

成本。 

（4）在建项目情况：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兰州新区佛慈制药科技工业园项目全面建设，该项目

拟投资总额12.71亿元，建设资金来源主要为首发募集资金、政策性搬迁异地重建资金、国家专项建设基建

借款、再融资募集资金、相关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及公司自筹资金等；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达产时间48

个月，达产后将形成浓缩丸年产150亿粒的生产能力，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约143,003.46 万元，年净利

润约37,982.35 万元，将成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工艺技术设施最先进的现代化中药生产企业，整体技术

水平也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截止目前，所有建设单体的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后续配套工程及设备的招

标采购工作正在积极推进，预计2017年5月开始陆续安装设备，2017年8月达到联调联试，力争2017年底能

够取得GMP认证、开始正式生产。甘肃佛慈天然药物产业园项目于2016年7月开工建设，建设资金来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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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变更原再融资“药源GAP种植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产生的利息收入和公司自筹资金；项

目将建设省内一流的中药材及饮片生产配送中心，建立专业的检测中心并申报甘肃省首家中药材及饮片第

三方检测平台；同时结合公司承担的国家中药标准化研究项目，天然药物产业园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均大幅提升；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达产时间36个月，将形成年处理中药材10000吨的生产能力，预计

实现年销售收入约4.5亿元，年净利润约0.98亿元；截止目前，该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面封顶，后续建设工作

正在顺利推进。 

（5）内控管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和修订完善工作，恪守依法制药、依

法治企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公司运作，加强成本管控，强化风险防控，继续推进实施ERP信息

系统建设，梳理再造业务流程，公司内控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6）资金管控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合理管控各项资金费用，积极争取国家基建项目低息贷款，在

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通过扩大理财收益和节约资金成本的双向作用，为公司经

营策略调整争取了更大空间，同时也保证了公司利润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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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味地黄丸 87,296,258.97 48,372,971.32 55.41% 146.77% 200.00% 9.83% 

阿胶 31,706,819.71 6,980,166.40 22.01% 29.54% 1,116.29%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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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公司根据规定进行损益科目间的调整，不影响损益，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

调整。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

目。 
税金及附加4,694,784.65 元  

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

附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

据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1,678,766.47元，调减管理费用

本年金额1,678,7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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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李云鹏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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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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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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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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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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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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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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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2017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