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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2018—006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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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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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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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华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刘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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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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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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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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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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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拥有深厚的技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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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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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一

边保障正常生产经营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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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公司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充分发挥甘肃药材资源和佛慈品牌优势，

坚持外抓市场、内强管理、挖潜增效的工作思路，取得了较好的生产经营业绩。2017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50,113.9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409.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61%。 

    （2）行业发展趋势 

    一直以来，中医药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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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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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受宏观经济

影响，中医药行业增速有所下滑。2016年，国家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中医药

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等一系列重磅文件；2017 年，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新医改、取消大部分药品政府定

价等众多政策及规划均向中医药倾斜，将促使中医药行业的大发展。与此同时，甘肃省获批

建设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我省中医药事业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

时机。 

    中医药作为世界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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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医药国际化并非一路坦途，但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仍然得到较大提升。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政策如《中

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甘肃省也提出了“以文带医、以医带药、

以药兴商、以商兴医”的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思路，中医药 “走出去”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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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139,716.54 363,255,420.48 37.96% 327,584,49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092,782.60 60,926,238.43 21.61% 42,947,62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975,867.08 55,906,335.61 14.43% 36,483,361.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423,062.38 56,901,044.93 16.73% 64,114,416.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51 0.1193 21.63% 0.0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51 0.1193 21.63% 0.0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8% 4.83% 0.75% 4.0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349,825,160.17 2,036,714,440.09 15.37% 1,362,418,50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9,148,202.64 1,290,583,264.04 5.31% 1,233,652,9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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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95,201.79 121,275,397.34 102,759,322.75 176,109,79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48,805.79 20,956,509.68 17,315,614.10 22,271,85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95,233.94 21,218,058.09 15,715,566.87 13,547,00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38,974.88 8,761,255.69 3,596,950.81 40,025,8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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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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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9,0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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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6% 308,748,436 0   

赵建平 境内自然人 1.96% 10,000,000 0   

江创成 境内自然人 0.39% 1,972,224 0   

高建民 境内自然人 0.34% 1,732,150 0   

陈俊公 境内自然人 0.31% 1,602,226 0   

余欢 境内自然人 0.20% 1,011,900 0   

蒋京生 境内自然人 0.19% 988,7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9% 986,250 0   

董光 境内自然人 0.16% 835,000 0   

陈敏荣 境内自然人 0.14% 71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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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建平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1,6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400,000 股；江创

成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1,972,224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蒋京生通过投资

者信用账户持有 988,7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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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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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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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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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利因素，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应对，以结构

调整为主线，充分发挥甘肃药材资源和佛慈品牌优势，坚持外抓市场、内强管理、挖潜增效

的工作思路，取得了较好的生产经营业绩。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113.97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37.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09.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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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展其他较成熟潜力市场，形成对主力基础市场的有力支撑和

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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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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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丸、独家品种参茸固本还少丸及阿胶等重点品种的推广力度，促进纯销增量；整合营销

渠道，加强渠道管控，与大连锁开展深度合作，扩大终端销售比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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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六味地黄丸、阿胶、逍遥

丸等特色主导产品在陕甘市场的公众电台、电视台、公交车体、高铁、航班等多种媒体的广

告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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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以产品为核

心加大国际市场开发力度，产品成功进入巴西市场，2017年继续位列中国中成药出口企业前

十名。通过营销体系优化整合，公司实现了药品销售收入的稳步增长，为新区项目建成达产

后的产能释放做好市场准备、打牢市场基础。公司还着力提高中药材经营收入，强化营销网

络建设和优化，逐步做大地产中药材品种的外供业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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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技

术改造、设备升级，优化生产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运行成本；大力开展“药品

生产质量风险管控年”和工艺技术攻关活动，加强对生产过程的监督管理和质量控制，顺利

通过省市食药监局日常监督检查及 GMP 跟踪检查，完成平凉生产地胶剂及中药饮片 GMP证书

到期再认证，药品市场抽检合格率保持 100%；严格执行大宗原料招标采购制度，加强产地化

采购、季节性采购，保证原辅材料质量，降低采购成本；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全面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3、科研开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创新中药研发、产品标准和工艺完善提升、大

品种培育等多项科研创新工作。开展单味及经典名方配方颗粒标准研究，已向甘肃省食品药

品监管局提交了 300种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标准及生产备案申请；积极推进中药国际药品注册

与标准研究；国家中药标准化项目——大黄等 6种中药饮片标准化建设全面实施，各项工作

保质保量按期推进；对独家品种复方黄芪健脾口服液、内消瘰疬丸（浓缩丸）进行二次开发

与大品种培育，进行健康产品开发与升级；“特色陇药产业化技术创新与应用研究”项目获得

兰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4、在建项目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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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

前主要设备已完成安装，正在进行联调联试，并开展申请新增药品生产地生产许可证变更、

产品转移、GMP认证准备工作。甘肃佛慈天然药物产业园项目平稳有序推进，项目主体工程

已全部封顶，正在进行设备招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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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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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规范公司运作；实施 ERP信息系统建设，建立一体化协作应用及数据共享平台，梳

理再造业务流程；加强成本核算管控，强化风险防控，通过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

质增效、节本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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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89,334.99 57,572,812.18 54.78% 20.38% 18.99% -0.63% 

阿胶 56,229,275.50 13,055,779.96 23.22% 77.34% 87.0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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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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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13号），自2017年5月28日起实施。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以

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财会[2017]15号），自2017

年6月12日起实施。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

间开始执行前述两项会计准则。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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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

计入当期损益。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后，对2017年1

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营业外收支。 

本公司本期无其他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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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石爱国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