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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28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19-005 

债券代码：128025             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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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益分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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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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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一药业 股票代码 00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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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习良 徐少华 

办公地址 台山市台城长兴路 9、11 号 台山市台城长兴路 9、11 号 

电话 0750-5627588 0750-5627588 

电子信箱 ty002728@vip.sina.com ty002728@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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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公司专注于医药健康产业，主要从事中成药品、化学制剂

药品、化学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主要产品及其功能或用途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止咳宝片、小儿咳喘灵颗粒、咽炎片、血塞通分散片、益心舒颗粒、

银杏叶分散片、奥美拉唑肠溶胶囊、金匮肾气片、红霉素肠溶片、依托红霉素片、罗红霉素

胶囊、盐酸左氧氟沙星片、阿咖酚散等。主要产品的功能或用途如下表： 

类别 主要产品 产品图片 产品功能或用途 

止咳化

痰类 

止咳宝片 

 

宣肺祛痰，止咳平喘。用于外感风寒所致的咳嗽、痰多清稀、咳甚而

喘；慢性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见上述证候者。 

小儿咳喘灵颗

粒 

 

宣肺、清热，止咳、祛痰。用于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咳嗽。 

清热解

毒类 
咽炎片 

 

养阴润肺，清热解毒，清利咽喉，镇咳止痒。用于慢性咽炎引起咽干、

咽痒，刺激性咳嗽。 

心脑血

管类 

血塞通分散片 

 

活血祛瘀，通脉活络，抑制血小板聚集和增加脑血流量。用于脑络瘀

阻，中风偏瘫，心脉瘀阻，胸痹心痛；脑血管后遗症，冠心病心绞痛

属上述证候者。 

益心舒颗粒 

 

益气复脉，活血化瘀，养阴生津。用于气阴两虚，心悸脉结代，胸闷

不舒、胸痛及冠心病心绞痛见有上述症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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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叶分散片 

 

活血化瘀通络。用于瘀血阻络引起的胸痹心痛、中风、半身不遂、舌

强语謇；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脑梗死见上述症候者。 

消化系

统类 

奥美拉唑肠溶

胶囊 

 

 

 
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

合征（胃泌素瘤）。 

 

铝碳酸镁咀嚼

片 

 

 

1.慢性胃炎。2.与胃酸有关的胃部不适症状，如胃痛、胃灼热感（烧

心）、酸性嗳气、饱胀等。 

 

补肾类 金匮肾气片 

 

温补肾阳，化气行水，用于肾虚水肿、腰膝酸软、小便不利、畏寒肢

冷。 

抗感染

类 

红霉素肠溶片 

 1.本品可作为青霉素过敏患者治疗下列感染的替代用药：溶血性链球

菌、肺炎链球菌等所致的急性扁桃体炎、急性咽炎、鼻窦炎；溶血性

链球菌所致的猩红热、蜂窝织炎；白喉及白喉带菌者；气性坏疽、炭

疽、破伤风；放线菌病；梅毒；李斯特菌病等。2.军团菌病。3.肺炎

支原体肺炎。4.肺炎衣原体肺炎。5.衣原体属、支原体属所致泌尿生

殖系感染。6.沙眼衣原体结膜炎。7.淋病奈瑟菌感染。8.厌氧菌所致

口腔感染。9.空肠弯曲菌肠炎。10.百日咳。 

依托红霉素片 

 1.本品作为青霉素过敏患者治疗下列感染的替代用药：溶血性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等所致的急性扁桃体炎、急性咽炎、鼻窦炎；溶血性链球

菌所致的猩红热、蜂窝织炎；白喉及白喉带菌者；气性坏疽、炭疽、

破伤风；放线菌病；梅毒；李斯特菌病等。2.军团菌病。3.肺炎支原

体肺炎。4.肺炎衣原体肺炎。5.其他衣原体属、支原体属所致泌尿生

殖系感染。6.沙眼衣原体结膜炎。7.厌氧菌所致口腔感染。8.空肠弯曲

菌肠炎。9.百日咳。10.风湿热复发、感染性心内膜炎（风湿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预防口腔或上呼吸道感染（青

霉素的替代用药）。 

罗红霉素胶囊 

 
本品适用于化脓性链球菌引起的咽炎及扁桃体炎，敏感菌所致的鼻窦

炎、中耳炎、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肺炎支原体或

肺炎衣原体所致的肺炎；沙眼衣原体引起的尿道炎和宫颈炎；敏感细

菌引起的皮肤软组织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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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模式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市场规则，建有自身特点的经营模式，有独立、完整的采购、

生产、销售和研发等体系，具体如下： 

    一是采购方面：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原材料供需及生产能力，制定原材料的采购计划，

保证物料及时供应；公司物料的采购实行经济批量进货，并严格要求供货质量，利于提高工

作效率，控制采购成本，满足经营需要。  

    二是生产方面：公司确保生产的药品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以保证产品质量及产品的安

全性、有效性为目的，通过不断提高产品生产的科学管理水平，实现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

和集约化。通过产品质量的稳定来提高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影响力。 

    三是销售方面：报告期，公司的营销模式主要为经销商模式。其中：①中成药和化学药

制剂方面，属于OTC药物的品种，主要通过经销商进入药店和诊所，同时逐步提高对大中型连

锁药店、基层诊疗等终端的销售比重；属于国家基本药物和处方药物的品种，通过经销商配

送进入医院、诊所等。②化学原料药及化工产品方面，部分直接销售到终端客户（生产厂家），

部分通过经销商销售。 

    四是药品研发方面：公司视研发为企业发展的源动力，一贯重视对技术创新和研发的投

入。近年来，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断开展技术创新、难题攻关等技术开发活动，并积极

加强与院校、研究单位等密切合作。公司先后完成了多项技术的研究及开发工作，部分研究

盐酸左氧氟沙

星片 

 

本品适用于敏感细菌引起的下列轻、中度感染： 

呼吸系统感染：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弥漫性细支

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肺炎、扁桃体炎（扁桃体周围脓肿）； 

泌尿系统感染： 肾盂肾炎、复杂性尿路感染等； 

生殖系统感染：急性前列腺炎、急性附睾炎、宫腔感染、子宫附件炎、

盆腔炎（疑有厌氧菌感染时可合用甲硝唑）； 

皮肤软组织感染：传染性脓疱病、蜂窝组织炎、淋巴管（结）炎、皮

下脓肿、肛周脓肿等； 

肠道感染：细菌性痢疾、感染性肠炎、沙门菌属肠炎、伤寒及副伤寒； 

败血症、粒细胞减少及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各种感染； 

其他感染：乳腺炎、外伤、烧伤及手术后伤口感染、腹腔感染（必要

时合用甲硝唑）、胆囊炎、胆管炎、骨与关节感染以及五官科感染等。 

解热镇

痛类 
阿咖酚散 

 

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也用于缓解轻至中度疼痛如

头痛、关节痛、偏头痛、牙痛、肌肉痛、神经痛、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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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成果已在项目中得到应用，部分已申报且获得国家专利。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发

明专利24项、外观设计专利27项。同时，为了提升公司药品制造水平，保障药品安全性和有

效性，促进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增强竞争能力，报告期内，公司与相关研发机构进行合作，

开展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 

     3、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因素 

2018年度，公司的运营管理取得了积极的效果，销售收入持续稳健增长，盈利能力进一

步增强。公司优化了营销机构并设立集团营销中心，进一步激发了营销活力和管理效率，公

司加大了核心产品的市场开发和渠道建设，细分了营销渠道,实行对市场、客户、产品和服务

的细分，提高了营销渠道的广度、深度；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大了品牌建设、市场推广等力

度， 品牌的核心产品及产品组合的市场知名度得到提高， OTC产品群的优势进一步显现。      

（二）行业发展现状 

医药行业被称为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未来医药行业持续发展的总趋势非常明确。在工

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以及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变化背景下，

健康中国建设为我国医药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8年度，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23,986.3亿元，较上年增长12.6%；实现

利润总额3,094.2亿元，较上年增长9.5%。医药制造业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盈利能力也

进一步增强。 

在医药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建立规范有序的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实施药品生产、

流通、使用全流程的改革，强化药品质量监管，规范药品市场流通秩序，建立完善药品信息

追溯体系，形成全品种、全过程完整追溯与监管链条，以促进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保障药品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供应充分。在这样的监管力度和目标要求下，会进一步提高

行业集中度。 

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医药行业将在保持平稳增长的同时，亦面临较大的经营风

险。 

    公司属于医药制造业，在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背景下，整个医药产业链优

胜劣汰和产业规模集中的过程，既对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也给公司的经营提出了更大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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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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884,975,624.76 686,943,602.61 28.83% 655,856,83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546,465.20 106,342,795.43 46.27% 94,777,03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3,912,627.29 98,396,102.70 46.26% 90,630,21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969,540.98 102,986,107.32 82.52% 101,296,691.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 0.53 47.17% 0.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8 0.53 47.17% 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4% 11.40% 3.34% 11.2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067,598,132.85 1,928,984,881.76 7.19% 1,603,188,20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1,204,089.88 1,042,840,135.91 6.56% 886,573,9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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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727,175.92 210,523,474.21 218,614,039.45 252,110,93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794,917.29 50,962,209.24 45,642,123.00 34,147,21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910,495.99 45,658,606.67 44,633,528.63 32,709,99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659,189.93 60,280,067.65 60,711,922.90 55,318,3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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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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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丹青 境内自然人 30.91% 62,100,000 46,575,000 质押 6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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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为高 境内自然人 12.36% 24,840,000 18,630,000   

许松青 境内自然人 10.30% 20,700,000 15,525,000 质押 19,700,000 

许丽芳 境内自然人 6.75% 13,560,000 0 质押 12,800,000 

许恒青 境内自然人 3.78% 7,600,000 0   

余健昌 境内自然人 1.99% 4,000,000 0   

陈莎莉 境内自然人 1.10% 2,200,000 0   

陈浩俊 境内自然人 0.90% 1,803,689 0   

黄远群 境内自然人 0.79% 1,596,500 0   

詹志武 境内自然人 0.77% 1,548,30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许丹青、许为高、许松青、许恒青和许丽芳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为同一家族成

员，其中：许为高先生与许丽芳女士为夫妻关系，许丹青先生、许松青先生和许恒青先生

均为许为高先生与许丽芳女士的儿子。 

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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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1%       12.36%        10.30%        6.75%          3.78% 

 

 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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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特一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
特一转债 128025 

2023 年 12 月 06

日 
  

许
丽
芳 

许
恒
青 

许
松
青 

许
为
高 

许
丹
青 

许
丹
青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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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特一转债”本报告期内付息方案为每 10 张“特一转债”（面值 1,000 元）利息 3.00 元

（含税），债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12 月 5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8 年付息公告》（公告编

号：2018-081）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2018年5月15日出具了《2017年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维持特一转债的信用等级为AA-，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上述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6.26% 45.94% 0.3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7.20% 19.62% 7.58% 

利息保障倍数 8.41 8.02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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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医药行业的改革仍在继续，在医保控费、医药行业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国

家的政策改革方向是向国际最高质量标准看齐。在政策的调整期，一些细分领域将为创新药、

优质药，特别是具有悠久历史传承和疗效的药品，带来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在当期的政策环

境下，报告期，公司以促进内生式的增长为目标，优化了营销机构并设立集团营销中心，激

发了营销活力和管理效率，并持续加大核心产品的市场开发和渠道建设，从精细化管理入手，

细分了营销渠道,实行对市场、客户、产品和服务的细分，提高了营销渠道的广度、深度；同

时，公司进一步加大了品牌建设、市场推广等力度， 品牌市场知名度及美誉度得到提高， 

品牌的优势进一步显现。经公司管理团队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

88,497.56万元，同比增长28.83%；净利润15,554.65万元，同比增长46.27%的经营业绩。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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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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制剂药 387,613,247.41 59,882,664.48 37.16% 5.82% 24.89% 3.61% 

中成药 406,536,489.79 86,054,091.14 78.90% 74.37% 168.48% 11.87% 

化学原料药 72,331,794.19 32,792,872.04 66.08% 6.86% -0.81%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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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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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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