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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73                           证券简称：新天药业                           公告编号：2018-023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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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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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天药业 股票代码 00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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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列萍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新添大道 114 号 
 

电话 0851-86298486/86298482  

电子信箱 ylp@xtyyoa.com；xtyydsh@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属于医药制造业的中成药生产行业，拥有通过GMP认证的硬胶囊剂、合剂、颗粒剂、凝胶剂、片剂等五个剂型

生产线，主要从事泌尿系统疾病类、妇科类及其他病因复杂类疾病用药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

产品。 

 目前公司拥有药品生产批件50余个，独家品种13个，主导产品宁泌泰胶囊、坤泰胶囊、苦参凝胶、夏枯草口服液均为

国内独家品种；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一直致力于产品的研发，建立了阶梯式的研发项目结构，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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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保障。 

（1）生产方面  

    公司的硬胶囊剂、凝胶剂、口服液生产均按计划进行，4大品种的产量稳步增长；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环境保

护的法律法规，保证安全生产，加强现场管理；积极开展节能降耗活动，降低生产成本，努力提高人均效率。 

   （2）药品质量管理方面  

    公司严格按照GMP要求监控药品生产的全过程，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的生命，强化质量风险管理，进一步完善生产质量控

制体系。  

   （3）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销售管理体系，加强市场拓展和品牌建设，加大投入OTC市场，加强市场营销，使销售网络向

深度和广度拓展。 

   （4）深度推进合规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

部控制体系，修订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公司内控管理，控制防范风险，规范公司运作，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使公司

各项内控制度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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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714,129.26 633,186,158.18 7.66% 521,910,59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116,844.06 57,069,484.54 15.85% 42,010,47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973,693.63 55,149,590.51 14.19% 40,661,809.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060,035.55 61,343,778.42 1.17% 40,731,171.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715 1.1047 -3.01% 0.81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715 1.1047 -3.01% 0.81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8% 22.74% -8.76% 20.2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856,403,946.15 549,538,195.49 55.84% 499,360,19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2,105,344.44 279,206,513.66 122.81% 226,312,6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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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986,626.23 178,099,828.25 200,402,222.85 156,225,45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93,861.17 14,242,887.55 32,115,010.27 4,365,08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346,626.73 13,913,512.56 31,666,969.95 3,046,584.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32,573.52 -8,284,368.79 35,134,696.71 9,977,1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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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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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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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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新天生物

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94% 30,265,766 30,265,766 质押 3,791,000 

贵阳甲秀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9% 7,500,000 7,500,000   

张全槐 境内自然人 6.31% 4,348,700 4,348,700   

王金华 境内自然人 3.76% 2,589,900 2,589,900   

武汉惠人生物

创业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8% 1,500,000 1,500,000   

贵阳开元生物

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4% 1,265,784 1,265,784   

巩和国 境内自然人 1.66% 1,145,100 0   

董大朝 境内自然人 0.44% 300,000 300,000   

余笃定 境内自然人 0.33% 227,712 0   

陈锦洪 境内自然人 0.32% 223,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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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颁布和实施，“两票制”、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等政策的持续推进，中药和

中医将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同时省级医保目录调整、药品招标的力度加大，三明模式的全国推行，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公

司坚持致力于应用现代科技理念与成果，依托贵州省丰富的中药材资源，研究和开发“说得清、道得明”的现代中药。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2亿元，同比增长7.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11.68万元，同比增长

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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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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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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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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财会〔2017〕13号，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本公司已于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新准则。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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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

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本公司已于2017年1月1日起执

行新政府补助准则，比较财务报表根据相关规定不需进行追溯调整。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根据通知本公司针

对2017年施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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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的相关规定，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2017年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净利润不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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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将全资子公司北京新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大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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