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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6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8-017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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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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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951,6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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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盛药业 股票代码 00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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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富君 李静 

办公地址 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 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 

电话 0435-6236009 0435-6236050 

电子信箱 dfj1010@sina.com yishenglj@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概况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药上市公司。报告期内，公司以药业为轴心产

业向上下游关联产业发展，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主要产品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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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类别 主要产品名称 用途 

药品 振源胶囊 益气通脉，宁心安神，生津止渴。 

心悦胶囊 益气养心，和血。 

生脉注射液 益气养阴，复脉固脱。 

清开灵注射液 清热解毒，镇静安神。 

消痔灵注射液 内痔出血，各期内痔，静脉曲张性混合痔。 

保健食品 红参精提植物饮品 食品，以红参、桑葚、黄精等为原料，主要在国内销售。 

红参膏 食品，以红参为原料，主要在国内销售。 

蜂胶 保健品，具有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化妆品 奢莲系列 保湿、美白、改善皱纹等。 

菲露爱尔系列 润肤、美白、除螨、祛痘等。 

    2、经营模式 

    为保证公司产品能够快速的进入市场，公司通过不同的渠道销售不同类型和规格的产品。药品的销售主要依托公司多年

来建立的自有的营销团队进行销售；保健食品主要通过美容院、实体店、连锁药店及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化妆品主要采取美

容院特许加盟的方式进行销售。 

 3、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驱动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因素为：一是公司拳头产品振源胶囊和心悦胶囊通过确切的疗效和过硬的质量进一

步得到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二是在公司现有品种中挖掘优势产品，抓住市场需求，通过学术推广快速导入市场；三是人参类

产品和化妆品仍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销售情况好于预期。 

（二）行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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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的颁布，特别是2017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使中药行业迎来了新

的机遇。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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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自公司成立以来，始终以药业为基石向关联产业发展。在药业方面，公司从人参根到人参茎叶、人参花、人参果，都开

发出了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成为医药行业内，首家实现人参全株开发的企业。随着药业的逐步发展，公司紧紧围绕“人参”

这一长白山道地中药材，开始向上下游相关产业布局。目前，公司已发展成为集中药材种植与加工、保健品与保健食品研发、

药品及化妆品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吉林地区中医药行业的骨干企业。未来，公司将继续贯彻“打造人参全产业链”的发展战略，

充分依靠研发创新、市场拓展、产业布局、人才集聚以及投融资策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维护公司的行业地位，

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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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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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034,442,376.85 939,012,628.42 10.16% 819,598,11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69,574.37 13,194,411.59 355.27% 10,911,48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357,207.48 -4,033,649.53 1,298.85% 834,146.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654,341.96 -17,522,393.44 1,644.62% -324,292,066.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15 0.0399 354.89% 0.03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15 0.0399 354.89% 0.03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9% 0.76% 2.63% 0.6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653,485,977.68 2,670,720,692.29 -0.65% 2,633,725,56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02,913,402.51 1,740,874,500.91 3.56% 1,724,739,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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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73,733.61 265,365,591.27 255,858,096.99 286,944,95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23,123.77 11,032,261.86 14,662,647.70 16,051,54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98,693.25 10,080,829.60 14,006,282.70 8,171,401.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349,547.88 33,180,130.96 41,746,100.52 117,378,5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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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8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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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益胜 境内自然人 39.08% 129,348,530 97,011,397   

刘建明 境内自然人 5.56% 18,393,303    

中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2016 年中诚信

托万乘 1 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50% 4,975,494    

李国君 境内自然人 1.36% 4,495,420 4,495,420   

薛晓民 境内自然人 1.13% 3,745,612 2,95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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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笠佥 境内自然人 1.11% 3,666,176    

王斌 境内自然人 0.88% 2,916,622    

李铁军 境内自然人 0.69% 2,293,864 1,416,664 质押 1,132,300 

李方荣 境内自然人 0.57% 1,901,137    

向量多维（北

京）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向量

宏观量化 3 期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2% 1,733,739    

河南恒通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0.44% 1,464,458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6% 1,20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张益胜、刘建明、李国君、薛晓民、尹笠佥、王斌、李铁军、李方荣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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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恒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464,458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464,458 股。 

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2017年2月3日，中国证监会网站发布了《行政处罚决

定书》，因公司股东尚书媛、王玉胜、刘建明、王斌所持股份存在代持的情形，以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

份存在被代持的情形，导致公司所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虚假记载，并对公司、张益胜、李铁军等21名责任人员予以了处罚。

公司存在虚假记载的相关信息包括：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之前的历次定期报告中的前10名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及部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尚书媛、王玉胜、王斌三位代持股东已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尚书媛、

王玉胜、刘建明、王斌四位代持股东的持股变化情况。  

    为尽快解决因部分股东代持股份导致信息披露不真实的问题，经公司反复咨询和论证，制定的整改方案为：由代持股东

在现行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采取减持代持股份的方式，尽快还原股东的真实持股情况。其中尚书媛、王玉胜二位股东自

2014年4月起已不存在代持情形。 

    因在本报告披露的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中，刘建明、王斌所持股份仍存在代持的情形，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

完整，公司将前10名股东的持股情况按照排序进行了顺延，由前10名顺延披露至前12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制定的整改方案，刘建明和王斌二位股东在减持代持股份过程中，将从保护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充分考虑减持对二级市场股价影响的情况下，采取最佳的方式进行减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代

持股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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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医药行业政策出台最密集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仅国家级政策文件发布就已超300余份，涵盖了医药、

医疗、医保及流通四大领域下几乎所有的细分方向。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两票制、药品零加成、医保控费、

一致性评价等政策的实施，医药产业正步入规范发展的快车道。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并作出了一系列

部署，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颁布和实施，更加明确了中医药事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方向。因此，无论从国家战

略来看，还是一系列政策方向来看，中医药及健康产业都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和政策环境，公司董事会抓住机遇，积极应对各项挑战，根据既定的“扎根传统文化，依靠现

代科技，打造完整人参产业链”的发展战略，在原有药业的基础上，依托多年来对人参的研究成果，大力向大健康产业和化

妆品产业发展，并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较好地完成了既定的生产经营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3,444.24万

元，较上年同期上涨10.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06.9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涨355.27%。 

回顾2017年，公司董事会重点完成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药业方面：公司继续加大对拳头产品的学术推广力度，不断提高市场份额。报告期内，振源胶囊实现销售收入37,148.84

万元，较上年增长12.48%，心悦胶囊实现销售收入6,638.02万元，较上年增长3.25%。同时，公司在现有产品中筛选优势品

种积极开拓市场，2017年初成立了消痔灵事业部，专门负责消痔灵注射液的推广。报告期内，公司消痔灵注射液实现销售收

入2,678.8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1,845.48%。2017年，益盛药业再次被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国家税务局、

吉林省地方税务局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研发方面：为保证研发项目能够真正的落到实处、研发成果能够符合市场的需求，公司成立了产品开发立项委员会。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研发立项药品2项，主要为原有产品益血合剂和小儿热咳清胶囊的二次开发；研发立项保健食品10项，

其中：4项产品获得了批准证书，2项已通过国家审评待获证书，4项产品处于研发阶段；研发立项食品42项，其中：39项产

品完成了备案工作，3项产品处于研发阶段。 

     人参种植方面：非林地人参种植是公司整个人参产业链条的最上游，报告期内公司收获人参及西洋参842亩，其中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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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销售西洋参31吨，实现效益71.05万元。2017年，公司新增人参种植基地504亩，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人参及西洋参种植

总面积为6300余亩。作为人参产业链的上游板块，其产品的质量直接决定中下游产品的质量。2017年是公司自己培育种子“益

盛汉参1号”收获的第一年，经检测，本年收获的人参无论从皂苷成分的含量，还是重金属及农残等指标，均好于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方面：食品、保健品作为公司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报告期内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报告期内，

红参膏和红参精提植物饮品两款食品实现销售收入6,423.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3.71%；公司的“益盛汉参牌模压红参”实

现销售收入800.53万元；蜂制品实现销售收入1,740.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0.93%。 

     化妆品方面：化妆品业务作为公司2015年开始运营的新增业务，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成为公司人参全产业链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内，公司申报的含有谷物和人参花发酵物的皮肤清洁产品及其制备方法、含有谷物人参果壳的皮肤清洁

产品及其制备方法等六项专利取得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参花系列产品被吉林省农业厅评为“长白山人

参品牌”产品，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公司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依托汉参化妆的研发优势和营销优势，化妆品产业

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报告期内，汉参化妆实现销售收入29,923.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83%，实现净利润5,451.80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1.90%。 

     项目建设方面：为满足市场的需求，保证公司研发的产品能够快速的进入市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建设了保健食品及

食品生产线，可生产口服液、膏剂、颗粒剂等产品，该生产线已于2018年2月通过了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验收，公

司将根据市场及研发情况安排生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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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囊类产品 451,348,397.52 412,427,002.48 91.38% 9.59% 10.88% 1.17% 

针剂类产品 224,083,213.05 131,325,521.44 58.61% -14.17% -9.36% 5.61% 

化妆品 192,339,869.58 122,356,333.84 63.61% 7.84% 8.59%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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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34,442,376.85元，其中汉参化妆实现营业收入299,230,939.64元，占比为28.93%，较上

年增长5.12%；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069,574.37元，其中汉参化妆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2,923,397.15 元，占比为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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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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及变更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

订的通知》（财会[2017]15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

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变更前，公司依据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

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执行。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变更后，公司将依据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的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执行。 

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也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

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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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益胜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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