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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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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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7 年末总股本 1,353,704,302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1.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16,592,688.32 元。公司董事会决议本年度不实施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此预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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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福医药 600079 人福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前伦 吴文静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 

电话 027-87597232 027-87597232 

电子信箱 renfu.pr@renfu.com.cn renfu.pr@renfu.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公司主要从事药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涵盖化学药品制剂、化学原料药、中成药、生物药品、医疗器械等多个

类别，是湖北省医药工业龙头企业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位列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2016 年度

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第 30 位。 

公司坚持“做医药健康领域细分市场领导者”的发展战略，在神经系统用药、生育调节药、



维吾尔民族药、体外诊断试剂等领域不断巩固和强化领导、领先地位，近年来在美国仿制药业务

领域取得快速发展，同时在医药流通领域着力打造区域龙头并积极布局大健康产业以实现医药全

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目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拥有 576 个药品生产批文，其中有 42 个独家品规产

品，共有 141 个品种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 年版）、316 个品种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公司主要药（产）品包括枸橼酸芬太尼注射液、

枸橼酸舒芬太尼注射液、注射用盐酸瑞芬太尼、咪达唑仑注射液、盐酸氢吗啡酮注射液、盐酸纳

布啡注射液、米非司酮制剂、熊去氧胆酸胶囊、硫酸新霉素原料药、黄体酮原料药等，产品基本

情况详见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四）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中关于“主要

药（产）品基本情况”的内容。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通过加强下属医药工业和医药商业子公司之间在产品分销配送、医院学术推广与临床应

用等方面的协同配合，实现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公司采用集团总部统一制订战略规划和业务目标

计划、下属各子公司在各细分领域进行专业化运营的管理模式，通过建立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和

激励与约束相结合、适应市场发展的运行机制，提高公司资产经营的整体效率和效益，实现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主要业务模式如下： 

1、医药工业 

公司紧紧围绕“品质立企”的发展主线，按照国家新版 GMP 或美国 CGMP 要求组织药品生

产，在此基础上推进研发创新和营销队伍建设工作，不断巩固和加强核心产品的竞争优势与市场

地位。集团下属各医药工业子公司积极培育“大品种”，坚持在医药健康领域细分市场自建营销队

伍，建立了由营销副总、市场和医学支持部门、销售管理部门及各区域办事处构成的医药营销系

统，专注学术推广和品牌管理，向医生和患者提供高品质的药品，同时收集、整理并分析药品临

床使用信息及临床需求信息，不断优化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强化产品管线的研发创新，实现产

品和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同时，各子公司借助公司医药商业版块的销售能力，将自主在销品种

有机融入具备相应经营资质的商业渠道，由其分销至各类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等，实现医药工业、

医药商业良性互动。 

2、医药商业 

公司以省为单位，搭建区域性医药商业网络，各医药商业子公司以“做医疗机构综合服务商”

为目标，从事医药产品的批发及相关业务。公司下属各医药商业子公司可分为省级公司和市级公

司两个层级，省级公司为管理及采购平台，市级公司负责完善终端销售网络，承接省级公司业务，



实现统购分销，向各级医疗机构提供药品器械、医疗设备、试剂耗材、健康产品、技术及管理服

务等。公司按区域分配销售人员，为上游药品生产企业提供医药物流和货款结算业务，为下游医

疗机构提供医药产品供应和服务。目前公司已完成湖北省销售网络布局，形成“1 家省级平台公

司+8 家市级公司+N 家市级特色经营公司”的商业格局，全面覆盖湖北省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

构，并正在四川省、河南省等地推广复制该业务模式。 

（三）行业情况说明 

医药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医药行业的需求具有刚性特征，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

响较小，属于弱周期行业。医药行业也没有明显的区域性或季节性特征。 

1、全球医药行业发展情况 

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人口总量的增长和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全球医药市场整体增长平

稳；市场规模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一些主要药品的专利陆续到期，更多的仿制药开始进入市场，

另一方面是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了药品需求。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的 IMS 统

计数据，2012 年~2016 年全球药品销售总额由 9,590 亿美元增长至 11,100 亿美元，高于同期全球

经济增长速度。 

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仍占据全球药品市场的主导地位，北美、欧洲和日本依然是全球主要药

品市场，亚洲（除日本外）、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新兴市场增长较快。根据 IMS 统计，2010 年

~2014 年，以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市场中，医药市场份额均逐步上升，

其中中国市场增长最快，市场份额由 8%提升至 11%；以美国、欧洲及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

地区，医药市场份额在逐年下降。IMS 报告预测，2016 年~2020 年，全球药品市场中成熟市场增

长率将依然低于新兴市场增长率，中国医药市场增长率为 5%~8%。 

同时，全球新药发展格局基本稳定，药物研发正在逐渐升温，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2016

年全球医药研发支出达到 1,4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全球制药龙头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比重均值达到 21%，体现了医药行业高投入的特点。 

2、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国内医药工业销售收入整体规模呈上升趋势，由 2012 年的 17,845 亿元增长至 29,636

亿元；但增速放缓，由 2012 年的 20.40%下降至 2015 年的 9.02%。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

2016 年中国医药工业销售收入达到 29,636 亿元，同比增长 9.92%，增速较上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

终止了连续 5 年增速下滑的态势。2016 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工业整体增速 4.6

个百分点，医药工业增加值在整体工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为 3.3%，位居工业全行业前列，医药工



业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增大。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内和国际市场

对药品需求和消费将继续增加，医药产业整体将持续增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将不断提升。 

医药商业的情况与医药工业相似。根据国家商务部统计，中国医药流通企业经营规模增长率

由 2012 年的 18.5%下降至 2015 年的 10.2%，但药品流通市场规模总额仍保持稳步增长，由 2012

年的 11,174 亿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16,613 亿元。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和“十三五”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2016 年医药商业流通行业增速达 10.40%，同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 

2017 年是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和实施“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的

重要一年，涉及医改、研发、生产、流通各方面的相关政策陆续实施，将对医药行业带来深远影

响。从长期来看，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人口城镇化老龄化加速、疾病谱变化，医药刚性需求

推动着医药行业稳定发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医保控费、分级诊疗等带来药品终端市

场的结构性调整；飞行检查、临床数据核查、工艺核查理清行业秩序，将加速制药企业优胜劣汰；

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带动技术创新、质量升级，将进一步提高医药行业集

中度。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及行业整顿力度的加强，医药行业将向更高效、更合理的

方向发展。公司将紧跟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大趋势，坚持“做医药健康领域细分市场领导者”的发

展战略，继续巩固、强化在核心业务上的优势，稳步推进研发创新，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加强各

业务版块的协同作用，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是湖北省医药工业龙头企业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位列工信部“2016 年度中国医药工

业百强榜”第 30 位。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公司现已在神经系统用药、生育调节药、维吾尔民族

药、体外诊断试剂等细分领域形成领导或领先地位，近年来在美国仿制药行业取得快速发展并开

始拓展全球两性健康业务，具体情况详见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四）

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中关于“公司所处细分行业的发展概况及公司的市场地位”的内容。 

（五）报告期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44,568.4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26 %；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871.9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8.52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908.8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报告期内，天风证券对公司投资

收益贡献 4,783.5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751.42 万元，剔除该因素影响，公司 2017 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4.46%。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主要



驱动因素一方面是医药工业子公司持续强化营销体系建设，高度重视市场准入、渠道拓展、终端

推广等工作，为公司经营规模与利润的稳步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是医药商业子公司充

分利用“两票制”、“零加成”等政策机遇，不断优化产品资源与客户结构。公司还将继续坚持研

发创新和国际化拓展，丰富产品管线，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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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35,406,056,077.87 26,427,535,606.04 33.97 18,151,806,762.81 

营业收入 15,445,684,100.97 12,330,950,052.87 25.26 10,053,978,40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68,719,633.63 832,403,388.14 148.52 653,823,53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59,088,793.71 564,762,399.96 -1.00 564,654,88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523,886,188.81 10,041,198,579.48 34.68 7,880,872,963.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167,500.25 526,477,790.52 -92.75 311,216,560.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53 0.63 142.86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53 0.63 142.86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43 9.09 增加8.34个百分点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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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9,530,640.35 3,532,393,415.77 3,822,504,175.35 4,761,255,86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7,647,556.12 178,140,912.01 1,563,823,308.91 129,107,85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4,937,033.57 161,905,620.85 109,462,260.09 92,783,87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7,588,355.35 263,441,465.56 68,539,085.10 33,775,3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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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0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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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81,096,390 396,079,114 29.26 202,063,842 质押 347,742,465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57,681,968 66,327,681 4.90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

合 
-3,143,612 54,000,253 3.99 0 无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42,592,300 3.15 0 无 

 
未知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

－汇添富－优势医药企

业定增计划 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0 35,842,292 2.65 35,842,292 无 

 

未知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

－汇添富－优势医药企

业定增计划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0 35,842,292 2.65 35,842,292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488,125 22,133,838 1.64 0 无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沪 

-856,894 18,884,566 1.40 0 无 

 

未知 

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

行－兴全定增 45 号特

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0 17,921,146 1.32 17,921,146 无 

 

未知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0 14,770,022 1.09 0 无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优势医

药企业定增计划 2 号资产管理计划”与“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汇

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均由汇添富基金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管理；2、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

间、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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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

所 

人福医药集

团股份公司

公开发行

16 人

福债 
136390 

2016 年 4

月 21 日 

2019 年 4

月 22 日 
100,000 3.83 

采用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2016 年公司

债券 

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16 人福债”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4 月 22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的存续期内每年支付

一次，即 2017 年至 2019 年间每年的 4 月 22 日为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顺延）；债券到期日为 2019 年 4 月 22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报告期内，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5 日发布《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公司债券付息公告》，并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由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为休息日，因此付息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完成付

息工作，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4 月 28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

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7]340 号），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

的“16人福债”进行跟踪评级：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跟踪信用评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该评级结果与上次无变化，并一直维持至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最新一期跟踪评级报告预计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发行

银行间债务融资工具所获评级情况与上述评级结果一致。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 年 2016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3.10 54.66 -1.56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7 0.19 41.73 

利息保障倍数 7.24 5.61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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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568.4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26 %；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871.9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8.52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908.8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报告期内，天风证券对公司投资

收益贡献 4,783.5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751.42 万元，剔除该因素影响，公司 2017 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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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子公司共计 197 家，具体子公司见年度报告“九、在其他主体

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