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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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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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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 10 日总股本 196,455,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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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药业 股票代码 00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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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波 邓永红 

办公地址 湖北省潜江经济开发区广泽大道 2 号 湖北省潜江经济开发区广泽大道 2 号 

电话 0728-6204039 0728-6204039 

电子信箱 tzz@chinataurine.com tzz@chinataurin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主要从事三类业务，其中牛磺酸为公司的主导产品，其研发、生产和销售为公司的主要业务。 

一是牛磺酸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环氧乙烷的生产和销售。牛磺酸又称牛胆酸，为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是一

种含硫的非蛋白氨基酸，在人体内起重要作用。在国外，牛磺酸已被广泛关注并应用于食品和饮料行业，并且美国、日本等

多个国家已规定在婴幼儿食品中必须添加牛磺酸。在国内，随着牛磺酸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知认可，以及市场应用的拓展

等，牛磺酸的市场需求可能将持续增长。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牛磺酸生产基地，占50%左右的市场份额，其产品80%以上用于

出口。目前，牛磺酸市场价格均线持续上行，可能吸引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公司正抓紧推进年产3万吨牛磺酸项目，提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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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进行制造升级，同时保持研发的力度和资金投入，以先进的工艺和先进制造，持续巩固牛磺酸的市场地

位。 

环氧乙烷是生产牛磺酸的主要原料之一，应用范围较广，其在牛磺酸产品的应用只是其应用领域中很小的一部分。公司

环氧乙烷装置产能为4万吨，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牛磺酸生产原料的供应，确保牛磺酸持续稳定生产。目前，环氧乙烷市场

总体供过于求，公司环氧乙烷产销长期倒挂，该项目持续发生亏损。 

二是保健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国外保健食品的进口与销售。健康产业增长迅速，发展空间较大，而不少国际品

牌逐渐进入中国市场，部分制药企业和食品企业也在发展健康产业，行业内的竞争也比较激烈。向健康产业转型是公司的目

标，2017年公司在加拿大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艾诺维股份有限公司（Inoyan Laboratories Inc），用于运营膳食补充剂Innovite

品牌，培育新的增长点。 

三是与健康领域相关的股权或实业投资，以及利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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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399,724.97 555,893,651.77 -1.17% 658,417,06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297,040.94 17,612,603.35 253.71% 31,722,30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697,259.72 -290,524.74 -14,108.19% 17,893,088.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534,206.66 70,606,595.48 19.73% 19,263,271.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0 0.090 266.67% 0.16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0 0.090 266.67%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3% 1.58% 3.85% 2.9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273,318,351.68 1,202,988,458.88 5.85% 1,187,029,30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3,339,319.77 1,115,422,424.89 5.19% 1,107,886,7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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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75,577.45 170,232,528.71 138,846,942.84 118,644,67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59,416.61 25,461,689.40 16,979,151.01 10,796,78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96,674.56 17,452,968.79 9,998,871.38 7,848,744.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9,626.50 61,168,533.41 13,780,873.83 10,624,4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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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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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0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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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勇 境内自然人 22.63% 42,312,000 31,734,000   

深圳市上元资

本管理有限公

司－上元 1 号

基金 

其他 5.46% 10,214,031 0   

深圳市上元资

本管理有限公

司－上元 2 号

私募基金 

其他 4.09% 7,652,065 0   

黄冈永安药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5% 7,019,488 0   

罗成龙 境内自然人 3.21% 6,009,894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77% 5,182,500 0   

周彤 境外自然人 2.23% 4,171,600 0   

深圳市上元资

本管理有限公

司－上元 3 号

私募基金 

其他 1.58% 2,946,158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大数据

1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1% 2,263,711 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中小盘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1% 2,253,51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陈勇先生系黄冈永安药业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上元 1 号基金、上元 2 号私

募基金、上元 3 号私募基金均为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私募基金；未知其他股

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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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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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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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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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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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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9,399,724.9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7%，而实现营业利润62,945,063.1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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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297.040.9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3.71%；基本每股收益0.33元，同比增长266.67%。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牛磺酸生产基地，产能3.4万吨，占50%左右的市场份额。2016年，牛磺酸产量29,926.9吨，销量29,631.14

吨，平均销售价格同比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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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磺酸 463,407,514.39 162,462,683.79 35.06% 14.25% 46.52%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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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7,234,216.24 4,727,743.94 53.02% 

税金及附加较上期增加53.02%，主要系国家调整核算

政策，原先在管理费用中核算的税金调至营业税金及

附加科目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58,487.06 8,629,990.70 -81.94%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期减少81.94%，主要系本期相关资

产减值准备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62,945,063.18 13,396,161.19 369.87% 
营业利润较上期增加369.87%，主要系本期产品成本下

降，毛利率上升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973,445.06 7,676,128.65 55.98% 
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增加55.98%，主要是本期子公司收

到较多补贴。 

营业外支出 1,590,364.28 210,516.62 655.46% 
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增加655.46%，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对

客户赔款所致。 

利润总额 73,328,143.96 20,861,773.22 251.50% 
利润总额较上期增加251.50%，主要系本期营业利润增

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339,462.85 3,679,169.67 208.21% 
所得税费用较上期增加208.21%，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

增加所致。 

净利润 61,988,681.11 17,182,603.55 260.76% 
净利润较上期增加260.76%，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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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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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50.00% 至 200.00%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元） 2,264.85 至 2,717.82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905.9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7 年第一季度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牛磺酸价格上涨的影

响逐步释放；二是环氧乙烷装置开车减少了部分亏损；三是永安

康健收到部分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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