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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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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244,960,927.37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20,324,538.21元。公司合并报表年末累计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71,677,357.11 元，母公司年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610,410,336.14元。根据《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仍为较大负

数，因此公司董事会提出本公司 2016年度利润不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青海春天 600381 贤成矿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定 付晓鹏 

办公地址 青海省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新路1号 青海省西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新路1号 

电话 0971-8816171 0971-8816171 

电子信箱 investor@verygrass.com investor@verygras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均通过控股子公司春天药用开展进行。春天药用主要业务为中藏药原材

料收购、加工、销售；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主要产品为冬虫夏草纯粉片、冬虫夏草原草系列产

品的生产、销售，以及对外提供产品营销策划和广告服务。此外，春天药用还一直致力于冬虫夏

草高效利用和开发的研究工作。 

报告期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冬虫夏草类产品的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冬虫夏草作为保

健品的试点工作停止，春天药用主要产品冬虫夏草纯粉片也根据青海食药监局相关通知的要求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停止生产。外部政策的变化，使得我公司和春天药用原来的发展规划、研发计

划、生产经营计划均受到较大的影响，一度陷入经营困境，公司股票并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为最大程度地化解公司所面临的风险、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春天药用根据相关董事会的决议，

在加强其他冬虫夏草产品生产和销售工作的同时，加快了新产品研发工作，也充分利用多年经营

积累起来的营销策划、推广经验和媒体资源，充分拓展、挖掘公司营销策划和广告方面业务的潜

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增加了营业收入和利润来源。除上述事项外，对于关联企业三普药业

授权春天药用经营的虫草参芪膏等以冬虫夏草为原料的相关产品，春天药用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

研和前期准备工作，2017 年将正式开展产品销售工作。同时，春天药用也加强了投资方面的工作，

提升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的结合能力，在取得投资收益的同时，也为公司未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二）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 

春天药用冬虫夏草的采购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为本部收购模式，即牧民将冬虫夏草送至春天药

用，经收购人员检验符合质量要求、标准后进行收购；二为异地收购模式，即由春天药用收购小

组到冬虫夏草产区进行冬虫夏草的收购。公司制定有健全有效的《采购管理制度》，分别对两种采

购模式制定专门的业务流程，确保各个环节安全、可控制、可追溯。 

生产模式 

春天药用采用以销定产、保持合理库存的模式严格按照 GMP 的要求和企业制定的质量标准要求组

织生产，在生产过程中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对各生产环节的工艺要求、卫生规范进行严格监督，

对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质量予以严格把控，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销售模式 

冬虫夏草系列产品销售方面，春天药用主要采取以合作商销售为主，自营销售为辅的销售模式，



通过区域市场合作商和自营结合的双轨制销售模式，合作商与自营团队在渠道开拓与市场运营上

相互配合、协同运作，形成高效、持续的销售能力，确保了产品品牌与服务的统一性，保障了消

费者获得优质的服务体验。 

春天药用广告业务主要通过子公司西藏老马广告开展，由西藏老马广告通过其多年积累的媒体资

源及渠道，对外提供广告、营销策划、推广服务，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 

结算方式 

冬虫夏草类产品的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前，春天药用核心产品市场知名度高、具有较高需求量，公

司采取“先款后货”和“现款现货”的销售结算方式，保障了资金的回收和周转。冬虫夏草类产

品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后，春天药用对部分信誉度高的客户试行赊销的结算方式。 

营销策划和广告业务结算方式根据合同约定执行。 

5、业绩驱动 

春天药用主要采取制度驱动、激励驱动、营销驱动和企业文化驱动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业绩的增长，

经过多年的实践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行业情况 

1.行业现状 

冬虫夏草目前还无法进行人工种植，因对生长环境的特殊要求，只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国家和

地区，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为珍稀名贵中药材，是青海省的优势天然资源。过去几年冬

虫夏草全国年产量基本维持在 80-150 吨左右。 

国内冬虫夏草行业主要呈现冬虫夏草原草贸易、以冬虫夏草为原料生产的药品或保健品以及冬虫

夏草纯粉片等态势。 

因气候的原因冬虫夏草原草在报告期内出现减产现象，导致原草产地收购价格、各品规冬虫夏草

原草在贸易市场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均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国内经济下行趋势及国家相关部门对

冬虫夏草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贸易市场批发量及终端零售量报告期内均呈下降趋势。 

2.行业发展趋势 

（1）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冬虫夏草所具有的珍稀属性和确切疗效，冬虫夏草行业呈现

向深加工、高效利用方向发展的趋势。 

（2）报告期内，国家食药监管理部门先后发布了《关于冬虫夏草类产品的消费提示》、《关于停止

冬虫夏草用于保健品试点工作的通知》，停止了包括春天药用在内的国内五家企业冬虫夏草用于保

健品试点的工作，春天药用主要产品冬虫夏草纯粉片也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停产。2016 年 7 月 1



日，《保健品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生效执行。 

相关政策的变化，市场及消费者均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认识和适应，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给冬

虫夏草行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看，国家系列“健康中国”、鼓励中医药产业发展政

策的颁布、实施，将对国内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带来极大促进作用，冬虫夏草行

业，尤其是冬虫夏草深加工和高效利用的企业，长远来说也将受益于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和科学技

术的进步，具有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相关影响主要包括： 

1）“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拓展健康行业发展空间。 

2015 年 9 月，国家卫计委全面启动《健康中国建设规划（2016-2020 年）》编制工作，“健康中国”

上升为国家战略。卫计委指出，该战略规划将从大健康、大卫生、大医学的高度出发，突出强调

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将“健康中国”战略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 

市场预测，随着“健康中国”战略落地，“十三五”期间围绕大健康、大卫生和大医学的医疗健康

产业有望突破十万亿市场规模，与健康产业相关的企业也将迎来快速发展期。 

2）2015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提出的《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

—2020 年）》，该《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关于中药材保护和发展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其实施将推动

我国中药加工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发展。 

3)保健食品业统一监管,发展前景广阔。 

2015 年 5 月，国务院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对保健食品注册审批等 20

项按程序转为行政许可。在此原则的指导下，2016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

管理办法》已将保健食品产品上市的管理模式由原来的注册制调整为注册与备案相结合的管理模

式。 

3.冬虫夏草行业的周期性特点 

优质冬虫夏草主要生长在青藏高原海拔 3500 米以上的草甸区域，对生长的气候、土壤、植被等条

件有着苛刻的要求，同时，不少科学家也开展过人工培育冬虫夏草的试验，但至今仍无法实现。

因此，冬虫夏草行业的周期性特点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程度和产地的气候情况有着较强的关系，并

直接影响冬虫夏草的购、销价格。每年的 5-7 月为冬虫夏草采挖、收购旺季，春节、中秋等中国

传统重大节日为冬虫夏草及其深加工产品的销售旺季。 

4.公司的行业地位 

春天药用长期坚持开展对冬虫夏草高效利用的研究工作，拥有专业、稳定的研发团队，积累了一

定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数据，同时也取得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并获得经济效益的成功案例，



是国内为数不多拥有冬虫夏草研发经验、成果和商业成绩的企业，在冬虫夏草高效利用和深加工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公司也将继续投入对冬虫夏草相关课题的研究。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2,210,739,672.93 2,112,984,803.71 4.63 1,916,068,944.36 

营业收入 708,130,160.14 1,401,689,319.43 -49.48 2,063,245,821.5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4,960,927.37 357,575,992.45 -31.49 365,221,517.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0,408,391.99 322,252,737.28 -34.71 343,545,953.3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99,735,465.85 1,754,774,539.48 13.96 1,470,056,584.1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4,988,734.74 832,165,160.80 -58.54 -152,276,388.7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6 0.56 -35.71 0.7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6 0.56 -35.71 0.7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3.05 22.43 减少9.38个百分

点 

24.3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21,945,861.19 134,124,367.29 172,291,763.36 279,768,16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777,441.23 31,488,126.15 33,925,417.91 156,769,94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606,376.78 31,145,406.14 34,987,513.48 121,669,095.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164,045.98 -58,500,474.43 69,319,469.20 352,333,785.9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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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5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1,69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西藏荣恩科技

有限公司 

-1,921,308 342,508,875 49.96 342,508,875 质押 98,25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肖融 -399,236 71,171,335 10.38 71,171,335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新疆泰达新源

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271,681 48,432,239 7.06 48,432,239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青海省国有资

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0 14,886,200 2.17 0 无 0 国有

法人 

卢义萍 -53,784 9,587,919 1.40 6,232,147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新疆益通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1,860,142 5,336,106 0.78 4,651,469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盛基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0 4,903,514 0.72 4,903,514 冻结 4,903,514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张寿清 527,300 3,114,211 0.4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海中登投资

管理事务所 

-374,668 2,567,454 0.37 1,901,711 质押 1,902,122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杨燕芳 1,343,000 1,343,000 0.2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西藏荣恩科技有限公司与肖融为一致行动人，肖融与

卢义萍为表姐妹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08,130,160.14 元，同比下降 49.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244,960,927.37 元，同比下降 31.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因外部政策环境发生变化，春天药用“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试点企业”的资格和主要产品冬虫

夏草纯粉片“青海省综合开发利用优势资源的试点产品”身份先后被停止，主要产品冬虫夏草纯

粉片停止生产的因素所导致。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2016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1 户，孙公司 9 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1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本公司子公司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青藏高原天然优势资源的综合开发、

利用、生产、销售及咨询服务；其他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子公司西藏老马广告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广告代理、发布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