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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0                           证券简称：*ST 建峰                           公告编号：2018-025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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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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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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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建峰 股票代码 00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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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涛 曹芳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大同路 1 号 重庆市渝中区大同路 1 号 

传真 023-63910671 023-63910671 

电话 023-63910671 023-63910671 

电子信箱 000950@cq-p.com.cn 000950@cq-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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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在报告期内重组完成前，主要从事化学肥料的制造与销售、化工材料的制

造与销售，以及化工装置相关工业生产服务业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化工业务相关资产全部出售，同时注入重庆医药96.59%

的股权，公司主营业务转变为药品、医疗器械的批发和零售业务，从根本上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重庆

医药成为公司唯一控股子公司。 

公司目前经营的产品品规逾80,000种，产品涵盖化学药品、生物制药、中成药、中药材、医疗器械、保健品及化妆品，

适应症涵盖神经系统、心脑血管、抗肿瘤、免疫调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调节水电解和酸碱平衡、抗菌消炎等疾病，服

务的客户超过15,000家，包括约6,400家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 

经过60多年在西南地区的经营，公司已经形成以药品、医疗器械的批发和零售为主的医药商业体系。 

近年来，公司凭借强大的营销渠道和终端覆盖能力，不断提高规模以上医院的覆盖率。同时通过加强与供应商的战略合

作、提升物流配送能力和信息化管理水平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巩固和提高了公司在西南地区的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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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3,044,600,748.73 2,567,050,724.60 23,415,694,769.16 -1.58% 3,326,469,748.52 22,751,293,06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06,266,191.36 -664,464,996.45 264,417,060.73 318.38% -367,224,861.85 35,576,49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3,620,128.98 -680,197,468.71 -680,197,468.71 118.62% -476,210,683.82 -476,210,68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01,982,874.56 247,546,082.69 -41,545,571.38 2,552.47% 190,114,550.36 417,027,135.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 -1.11 0.15 326.67% -0.61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 -1.11 0.15 326.67% -0.6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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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0% -48.44% 4.71% 12.99% -19.48% 0.7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5,204,887,687.83 5,460,168,165.53 19,086,397,784.90 -20.34% 6,086,827,832.60 20,028,766,24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717,581,560.76 1,037,843,591.37 5,775,399,672.76 16.31% 1,705,742,505.20 5,461,526,7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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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5,361,994.24 5,924,963,718.74 5,798,902,677.14 5,445,372,35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950,987.68 69,936,118.05 730,210,837.87 191,168,24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882,468.09 -61,251,912.47 95,800,166.07 122,954,34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2,674,165.57 36,054,047.89 2,703,120.17 -118,065,87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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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财务指标与本公司已披露2017年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存在差异。 

        2017年三季度，公司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原化工板块业务均已置出本公司，并完成置入重庆医药96.59%股份，

资产结构、利润结构均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置入的重庆医药与公司同属化医集团控股子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因

此一季度、二季度数据需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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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0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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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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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8.47% 664,900,806 664,900,806   

重庆建峰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33% 282,294,397 282,294,397   

深圳茂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99% 172,647,404 172,647,404   

茂业商业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4% 73,327,536 73,327,536   

重庆战略性新

兴产业医药专

项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4.21% 72,778,526 72,778,526   

天津天士建发

生物科技发展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1% 57,183,128 57,183,128   

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5% 35,497,726 35,497,726   

重庆智全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3% 31,696,485 0   

广州白云山医

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25,992,330 25,992,330   

重庆渤溢新天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0% 15,595,398 15,595,3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化医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化医集团控股子公司，重庆渤溢新

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化医集团一致行动人。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与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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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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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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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2017年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原化工类业务全部置出，重庆医药成为公司唯一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

药品、医疗器械的批发与零售。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0.45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1.0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4亿元。实现每股收益0.64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每股收益0.08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所有者权益为72.52亿元，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后所有者权益为67.18亿元，资产总额为152.05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有序推进了业务内生增长与外延扩张，加强集约化发展和创新转型，完善战略产业布局，区域协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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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初显成效。 

      一、公司的重点工作及亮点 

      1.医药批发 

      公司2017年医药批发业务规模实现197亿元。公司上下共同拼搏，努力抢抓“两票制”机遇，新增上游供应商3000余家，

较去年大幅增长；网络覆盖进一步完善，重庆市区县级市场实现全覆盖，西南片区战略布局进一步推进，在四川、甘肃、湖

北、陕西实现突破，覆盖医疗机构数大幅增加。纯销业务毛利率水平稳定，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2.医药零售 

      公司2017年医药零售业务稳步发展，销售规模突破14亿元，公司启动了零售资源的内部整合与外部扩张，强化了在重

庆、四川地区的零售网络和竞争力，同时大力拓展医院合办药房，2017年新增60家；创新营销策略，建立分类分级标准，高

质量快速推进门店提档升级，2017年改造门店90家；与平安万家、重庆康华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快诊”诊所，创新

医疗服务模式，布局医药新业态。 

      3.医养健康 

      公司医养健康业务实现攻坚突破。一是强化塔尖，公司在报告期内托管重钢总医院，加强运行指导，引进高层次医疗

管理人才，指导编制战略发展规划，加快推进各项重点项目建设；二是稳固塔身，加速医养板块的投资并购进度；三是夯实

塔基，加快基层医疗网点布局。金字塔型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初具雏形。 

 4.质量安全管理 

 严格质量监管，顺利通过各级食药监部门飞行检查。抓好安全生产，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及职业健康等方面的安全事故，安全环保总体形势持续稳定可控。 

 5.内部管理 

 报告期内，顺利完成上市公司法人治理交接。在管理与机制改革方面，公司推进绩效体系优化，继续加大人才培养力

度和激励机制优化，进一步完善风险管控体系建设，确保经营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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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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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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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由于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和2016年度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于2017年5月11日起暂停上市。暂停上市之后，为积

极争取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将盈利性较弱的化工行业资产置出上市公司，同时发行股份购买盈利

能力较强的重庆医药股权。截至2017年底，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实施完毕，财务指标及生产经营等方面已经达到深交所关

于股票恢复上市的条件，并且公司已经于2018年4月20日在法定披露期限内披露了2017年年度报告，并将在年报披露后5个交

易日内向深交所提出股票恢复上市申请。 

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是否能够取得深交所的批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仍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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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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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

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

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

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

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629,400,999.34元，上期金额

820,481,145.20元；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

本年金额523,419,782.80元，上期金额

-542,841,880.35元 

（2）部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

了相关成本费用。比较数据不调整。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财务费用：减少2,658,175.00元 

（3）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

较数据不调整。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其他收益：增加16,860,384.25元 

（4）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

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

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本期营业外收入减少19,270,335.26元，营

业外支出减少904,323.59元，重分类至资

产处置收益；上期营业外收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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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355,538,362.54元，营业外支出减少

2,280,522.72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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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三季度，本公司完成与建峰集团、化医集团等22名交易对方的重大资产重组，原化工板块业务均已置出本公

司，并完成置入重庆医药96.59%股份，资产结构、利润结构均发生重大变更。由于置入的重庆医药与本公司同属化医集团

控股子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因此合并报表年初数、上年同期数均已追溯调整。 

     本年度本公司直接持股子公司变动明细如下： 

1、本年注销子公司八一六农资有限公司、重庆辰智浩元新材料有限公司，原通过八一六农资有限公司间接持股的子公

司江苏八一六华泰农资有限公司、重庆市彭峰农资有限公司转为本公司直接持股； 

2、本年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将子公司重庆建峰化肥有限公司、重庆弛源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八一六华泰农资有限

公司、重庆市彭峰农资有限公司一并，作为化工板块业务实体置出本公司，受让方为建峰集团； 

3、作为本年重大资产重组的一部分，在置出上述化工板块业务的同时，置入重庆医药96.59%股份。 

本年度重庆医药合并报表范围变动明细如下： 

1、新并购二级子公司陕西科信医药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医用设备厂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医药集团湖北诺康医药有限公

司、绵阳聚合堂医药有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科渝药品有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湖北恒安泽医药有限公司； 

2、新设二级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贵州医药配送有限公司； 

3、新并购三级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永川医药有限公司； 

4、新设三级子公司重庆医药飞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湖北全兴医药有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湖北力天世

纪药业有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奉节医药有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巫山医药有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璧山和平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医药集团丰都医药有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南川医药有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荣昌和平医药有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忠

州和平医药有限公司、重庆医药宜昌恒康医药有限公司； 

5、由于并购重庆医药集团湖北恒安泽医药有限公司，新增三级公司重庆医药十堰有限公司、重庆医药恩施有限公司、

重庆医药黄冈有限公司、重庆医药荆州有限公司、重庆医药宜昌新特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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