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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3                   证券简称：丰原药业                 公告编号：2019-011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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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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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0 日公司总股本 312,141,23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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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0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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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 张群山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6 号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6 号 

传真 0551--64846000 0551--64846000 

电话 0551--64846018 0551--64846153 

电子信箱 xlyyzj@163.com xlyyzj@soh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医药制造和商业流通。其中医药制造涉及生物药、化学药及中药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主要产品涵盖解热镇痛、妇儿、神经系统、心血管、泌尿系统、营养类、抗生素、原料药等系列

产品；商业流通涉及医药配送和药房零售，现已形成高效、全优、多品种的医药供应服务体系。公司注

重新药研发，拥有多个国家一、二类新药品种及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百

姓放心药品牌、中国创新力医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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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主要产品情况 

剂型 主要产品名称 主要功能及用途 

大容量 

注射剂 

（大输液） 

果糖系列 
用于稀释剂和烧伤、术后感染等胰岛素抵抗状态下或不适宜使用葡萄糖

时需补充水分或能源的患者的体液补充治疗。 

脂肪乳系列 

是静脉营养的组成部分之一，为机体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酸，用于胃肠

外营养补充能量及必需脂肪酸，预防和治疗人体必需脂肪酸缺乏症，也为经

口服途径不能维持和恢复正常必需脂肪酸水平的病人提供必需脂肪酸。 

氨基酸系列 

用于大面积烧伤、创伤及严重感染等应激状态下肌肉分解代谢亢进、消

化系统功能障碍、营养恶化及免疫功能下降的病人的营养支持，亦用于手术

后病人，改善其营养状态用于蛋白质摄入不足、吸收障碍等氨基酸不能满足

机体代谢需要的患者。 

盐酸氨溴索葡萄糖注射液 

1.适用于下述患者伴有痰液分泌不正常及排痰功能不良的急性、慢性呼

吸道疾病，例如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喘息型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支

气管哮喘，肺炎的祛痰治疗。2.术后肺部并发症的预防性治疗。3.早产儿及

新生儿呼吸道窘迫综合症(IRDS)的治疗。 

单硝酸异山梨酯葡萄糖 

注射液 
适用于心绞痛和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治疗。 

乳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用于呼吸系统、泌尿系统、消化系统和皮肤软组织感染，败血症、伤寒

副伤寒菌痢以及由淋球菌、沙眼衣原体所致的尿道炎、宫颈炎等。 

粉针类 

赖氨匹林系列 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等。 

注射用醋酸丙氨瑞林 用于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等。 

注射用辅酶A 
辅酶类。用于白细胞减少症、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及功能性低热的

辅助治疗。 

注射用地塞米松磷酸钠 

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主要用于过敏性与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多用

于结缔组织病、活动性风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严重支气管哮

喘、严重皮炎、溃疡性结肠炎、急性白血病等，也用于某些严重感染及中毒、

恶性淋巴瘤的综合治疗。 

注射用盐酸溴己新 
主要用于慢性支气管炎及其他呼吸道疾病如哮喘、支气管扩张、矽肺等

有黏痰不易咳出者。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急性胃粘膜病变，复合性胃溃疡等急性上消化

道出血。 

小容量注

射剂 

复方盐酸阿替卡因注射液 
用于口腔用局部麻醉剂，特别适用于涉及切骨术及粘膜切开的外科手术

过程。 

富马酸伊布利特注射液 
用于近期发作的房颤或房扑逆转成窦性心律，长期房性心律不齐的病人

对伊布利特不敏感。 

缩宫素注射液 
用于引产、催产、产后及流产后因宫缩无力或缩复不良而引起的子宫出

血等。 

散剂 赖氨匹林散 
抑制环氧合酶，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用于缓解轻度或中度疼痛及多种

原因引起的发热，并用于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等的症状缓解。 

片剂 

西尼地平片 用于治疗高血压等。 

萘哌地尔片 良性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障碍。 

扎来普隆片 适用于入睡困难的失眠症的短期治疗。 

氨酚伪麻氯汀片 
用于普通感冒及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关节痛，打喷嚏，流鼻

涕，鼻塞，咽喉痛等症状。 

胶囊剂 乳增宁胶囊 用于肝郁气滞型及冲任失调型的乳腺增生等症状。 

颗粒剂 催乳颗粒 用于产后气血虚弱所致的缺乳、少乳。 

贴剂 双氯芬酸钠贴 缓解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各种软组织风湿性疼痛等。 

原料药 

赖氨匹林原料 用于赖氨匹林制剂的有效成分。 

果糖原料 主要用于制备成果糖注射液、果糖氯化钠注射液、甘油果糖注射液等。 

扑热息痛原料 用于解热镇痛类制剂的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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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大宗物料统一采购制。公司采购部负责各种原辅材料、包装材料的采购，确保采购的物料

质量稳定、可靠。采购部根据各生产单位提供的物料需求计划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并据此制定采购

资金安排计划，由财务部门汇总后报批执行。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制订生产计划，根据销售单位的销售预测或销售合同、订单安排每月的生

产计划。生产单位依据月度生产计划安排生产。公司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生产

技术部门负责具体产品的生产过程管理，质量管理部门对各项关键质量控制点进行监督，确保产品质量。 

3、销售模式 

公司实行新药和普药两个销售管理体系，主要采取“招商+自营”的销售模式，通过经销或代理商及

公司自建的销售渠道实现对医院、零售和第三终端的全覆盖。为加大公司生产产品的市场营销，公司在

全国各大中心城市还建立了30多家办事机构，主要负责公司产品在各地的营销活动、客户维护及产品售

后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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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3,013,395,364.37 2,578,105,436.88 16.88% 2,033,683,39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926,377.37 65,348,141.38 -6.77% 45,836,28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3,371,344.46 48,260,515.46 -10.13% 37,805,456.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592,504.55 52,395,110.05 345.83% 78,211,866.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21 0.2091 -8.13% 0.14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21 0.2091 -8.13% 0.14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0% 5.53% -0.63% 3.9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元） 3,007,997,786.47 2,767,714,922.77 8.68% 2,490,374,17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88,675,703.47 1,220,456,400.86 5.59% 1,152,773,7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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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890,808.20 762,516,155.07 755,811,646.96 782,176,75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41,363.39 26,639,775.95 18,353,988.59 4,491,24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85,439.78 26,836,592.70 18,773,638.28 -12,624,326.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64,706.33 10,767,368.92 19,089,048.73 187,171,3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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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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4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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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无为制药厂 国有法人 11.30% 35,842,137    

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 国有法人 8.05% 25,521,900    

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 国有法人 5.77% 18,286,558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4% 15,332,03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1% 7,000,000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4,936,400 4,936,400   

曾纪锋 境内自然人 0.96% 3,053,200    

李若霜 境内自然人 0.87% 2,747,020    

谭益洋 境内自然人 0.55% 1,730,000    

胡海洋 境内自然人 0.44% 1,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报告期末，上述公司股东中，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无为制药厂、安

徽蚌埠涂山制药厂和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报告期末，本公司持有的 4,936,400 股，为本公司终止实施 2017 年股权激励计

划所回购的限制性股票，该回购股份已于 2019 年 1 月 4 日全部注销。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安徽省无为制药厂通过海通证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842,137 股；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通过安信证

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286,558 股；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通过中

泰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521,900 股；胡海洋通过国泰君安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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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随着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优先审评审批”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医保控

费”、“药品价格联动机制”、“4+7带量采购”等政策的陆续推出，加速推动了医药行业深刻变革，医药行

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机遇和挑战，公司仍坚持以医药行业政策为指导，紧紧围绕公司既定的发展

战略，凝精聚神，全力做好各项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医药工业板块药品生产相关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势头，首次实现工业板块营业收入超越商业板块，医药工业和商业并举发展格局明显提升，产品盈利的

结构性进一步优化，公司持续发展能力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1,339.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88%；实现利润总额9,309.47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3.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92.6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77%；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337.1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13%。其中，公司

终止实施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所确认的1714.15万元股份支付费用，对2018年度当期损益产生一定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和完成的主要工作事项： 

（一）工业销售工作再上台阶 

2018年普药公司通过实施区域整合、管理下沉、深耕代理品种、大力开发空白区域等销售策略，实

现了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的发展空间。新药公司通过及时调整销售战略，加大重点品种和

OTC市场的销售，其中西尼地平片、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等重点品种销售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5% ，销售

利润大幅提升。               

（二）生产系统重要工作扎实推进 

1、严格执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报告期内，完成涂山制药（玻

瓶车间、软袋车间、粉针车间）、马鞍山制药（制剂一车间）、淮南泰复（干混悬剂）的GMP认证现场

检查工作。 

2、无为药厂整体搬迁前有新、老两个厂区，整体搬迁后，通过实现厂区统一管理及自动化生产设

备的引进和改造，管理费用和生产成本显著下降，生产效率和效益明显提升。 

3、报告期内，公司各工业生产单位通过采取设备技改、工艺改进等多种节能降耗措施，降低生产

成本，降本增效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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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业系统稳步发展 

1、商业流通 

2018年是“两票制”全面推开的一年，各地市也积极推进实施带量采购工作。在医药行业政策密集出

台和改革下，促使医药商业流通企业的销售模式转型，医药行业面临大洗牌。 

商业系统顶住压力，在逆境中苦练内功，在医改大局中找准定位，主动打破现有的商业结构和思维

定式，将市场片区重新梳理合并，围绕自有产品销售、大客户管理、配送管理、商销管理四个销售模块，

提高对上游和下游的把控力度，找准着力点，抓好重点工作，寻找发展突破口，全面提高市场竞争力，

探寻更开阔的发展路径。 

2、大药房连锁 

随着药店分级，处方外流等政策引导，零售药店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行业竞争仍异常激烈。

丰原大药房面对强有力的外部竞争，仍然较好的完成了年度既定目标，实现新开门店100家，为丰原大

药房市场布局做好筹备，蓄势发力。同时，大药房还积极主动学习和了解新业态，做好新业态与传统经

营模式的“嫁接”，推动公司创新发展。 

（四）新项目工作稳步推进 

公司对外投资的丰原邦业生物蛋白酶K项目、江苏诚信药业左旋肉碱工艺技术验证项目正按合作计

划稳步推进。 

（五）主要研发工作 

1、报告期内，公司已开展14个化药口服固体制剂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其中， 3个品种进行中试生产，

6个品种正在开展药学研究，1个品种完成药学研究，1个品种已获得国家药审中心受理。 

2、报告期内，注射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12已按国家药审中心要求完成两次补充研究。目前仍处申

报临床阶段。 

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3,013,395,364.37 100% 2,578,105,436.88 100% 16.88% 

分行业 

药品生产制造 1,664,222,516.75 55.23% 1,013,811,089.29 39.32% 64.16% 

药品零售流通 1,292,550,909.92 42.89% 1,496,946,910.74 58.07% -13.65% 

其他 56,621,937.70 1.88% 67,347,436.85 2.61% -15.93% 

分产品 

生物药及制剂 153,198,974.76 5.08% 107,906,126.88 4.19% 41.97% 

化学合成药及制剂 1,450,997,931.16 48.15% 854,442,751.40 33.14% 69.82% 

中药及制剂 60,025,610.83 1.99% 51,462,211.01 2.00% 16.64% 

药品零售 468,778,669.94 15.56% 439,158,930.90 17.03% 6.74% 

药品批发 823,772,239.98 27.34% 1,057,787,979.84 41.03% -22.12% 

其他 56,621,937.70 1.88% 67,347,436.85 2.61% -15.93% 

分地区 

安徽省内 1,592,693,237.17 52.85% 1,690,997,078.64 65.59% -5.81% 

安徽省外 1,420,702,127.20 47.15% 887,108,358.24 34.41% 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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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构成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药品生产制造 

直接材料 596,297,640.00 32.41% 367,955,230.85 20.75% 11.66% 

直接人工 64,317,923.45 3.50% 48,551,734.08 2.71% 32.47% 

折旧 32,333,908.54 1.76% 26,906,283.00 1.50% 20.17% 

燃料 40,625,001.57 2.21% 31,191,793.74 1.74% 30.24%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药品零售流通 直接材料 1,053,763,928.14 57.28% 1,252,753,036.42 70.02% -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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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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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和会计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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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

列示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673,942,418.00元 726,681,058.70元 

应收票据：97,987,192.82元 

应收账款：628,693,865.88元 

2.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并其他

应收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收款 48,884,436.96元 25,245,781.17元 其他应收款：25,245,781.17元 

3.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

产列示 
固定资产 758,808,578.99元 800,117,182.07元 固定资产：800,117,182.07元 

4.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

示 在建工程 47,746,055.66元 17,207,973.57元 
在建工程：16,445,375.15元 

工程物资：762,598.42元 

5.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

列示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719,342,478.32元 557,384,529.84元 

应付票据：189,900,000.00元 

应付账款：367,484,529.84元 

6.应付利息、应付股利计入其

他应付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付款 428,068,036.16元 297,553,606.99元 

应付利息：642,131.86元 

其他应付款：296,911,475.13元 

其他说明：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 2018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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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18日，丰原药业召开第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与安徽邦业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投资双方约定在合肥市高新区投资设立合资企业“安徽丰原邦业生

物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33万元。其中，丰原药业以500万元现金出资，占合资公司

注册资本的60%；安徽邦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蛋白酶K的专有技术及全部生产技术作价333万元作为出

资，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40%。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首期出资200万元，合资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本报告期已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宏满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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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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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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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营业收入构成
	营业成本构成

	单位：元
	单位：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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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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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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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会计估计和会计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②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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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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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