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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鑫富                        公告编号：2016-020 

亿帆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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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31924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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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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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亿帆鑫富 股票代码 0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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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卡娜 楼渊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临安市锦城街道琴山 50 号 浙江省临安市锦城街道琴山 50 号 

传真 0571-63759225 0571-63759225 

电话 0571-63807806 0571-63759205 

电子信箱 anna@xinfupharm.com elainelou@xinfuph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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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现有业务含药品制剂和医药原料药等。药品制剂主要的产品线有抗生素

类、心脑血管类、皮肤类、妇科类、儿科类、血液肿瘤科类、治疗型大输液类等；医药原料药主要产品为

D-泛酸钙和 D-泛醇。公司全生物降解材料 PBS 产品也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此外，公司逐步涉足医疗健康

领域。 

    公司主要产品情况： 

主要类别 主要产品 产品功能或用途 

药品制剂 

注射用头孢他啶 

用于敏感革兰氏阴性杆菌所致的败血症、下呼吸道感染、腹腔和胆道感染、复杂性

尿路感染和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等。对于由多种耐药革兰氏阴性杆菌引起的免疫缺

陷者感染、医院内感染以及革兰氏阴性杆菌或铜绿假单胞菌所致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尤为适用。 

阿奇霉素颗粒 

本品适用于敏感细菌所引起的成人与儿童的下列感染：中耳炎、鼻窦炎、咽炎、扁

桃体炎等上呼吸道感染及支气管炎、肺炎等下呼吸道感染。皮肤和软组织感染。沙

眼衣原体所致单纯性生殖器感染。非多重耐药淋球菌所致的单纯性生殖器感染（需

排除梅毒螺旋体的合并感染）。 

长春西汀 改善脑梗塞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脑动脉硬化症等诱发的各种症状。 

吡拉西坦氯化钠注射

液 

适用于急、慢性脑血管病、脑外伤、各种中毒性脑病所致的记忆减退及轻、中毒脑

功能障碍。适用于治疗因脑外伤所致的颅内压增高症。 

尿素系列产品 用于手足皲裂。也可用于角化型手足癣引起的皲裂。 

复方黄黛片 清热解毒，益气生血。用于初治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缩宫素鼻喷雾剂 

具有加强子宫收缩和可促使乳腺泡周围的平滑肌细胞收缩，促进排乳作用，可用于

协助产妇产后乳腺分泌的乳汁排出。 

医药原料药 

D-泛酸钙 

维生素 B5，是辅酶 A 的前体，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的代谢作用，是人体

和动物维持正常生理机能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物质，是一种重要的饲料添加剂和

食品添加剂。 

D-泛醇 

维生素原 B5，是一种优异的皮肤与头发保护剂，主要用于食品、医药、化妆品行业

液体制剂的添加剂和营养增补剂。 

高分子材料 PBS 

由丁二酸和丁二醇为原料，经缩合聚合法合成的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简称 PBS），是

综合性能较好的全生物降解材料，用于包装、餐具、化妆品瓶及药品瓶、一次性医

疗用品、农用薄膜、农药及化肥缓释材料、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等领域。 

    （二）行业发展情况 

    1、药品制剂行业 

    药品制剂行业受经济增速放缓、基药限价、招投标受限、新版 GMP、GSP 飞行检查频繁等政策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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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及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较大。2015 年度一系列医药政策的出台促使医药行业竞争更趋白热化，行业分化

的态势也日益显著，这将迫使医药行业加速优胜劣汰和转型升级，促进医药企业间的并购重组。药品价格

放开后，医药市场将充分竞争，药企的研发创新能力、品牌、质量、价格、渠道优势作用将更突出，大企

业因为产品销售基数大、营销体系完善，才是真正的赢家，并且强者恒强；一些规模小的企业将受到较大

的冲击，甚至难以生存。医药行业竞争格局的重大变化，也表明只有具备规模、市场化运营能力的公司才

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2、医药原料药行业 

    公司泛酸系列产品是维生素中的细分品种，维生素又名维他命，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必需的一类有机

物质，也是保持人体健康的重要活性物质，是中国医药产业中最重要的一类产品，种类繁多、出口量大，

成为中国四大出口原料药之一。维生素和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总体维生素市场的增长来自于保健品和动

物用添加剂市场的增长，该系列产品具有一定刚性市场需求，需求量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受经济环境影

响也较大。2015 年底全球维生素产品出现了大面积、大幅度的涨价潮，D-泛酸钙的市场价格也在 2015 年

12 月份开始上扬。 

     

    另外，2015 年度环保领域发生了诸多大事：新环保法开始实施，“水十条”正式出台，环保监管层层加

码，北京首发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等等。随着对环保呼吁的逐渐增强，市场上也随之出现了各类环保材料。

公司全生物降解材料 PBS 具有全降解、零污染的优势，随着人类对赖以生存环境不断改善的需求，该产品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将会成为未来改善生态的物质基础之一。 

    （三）行业地位 

    公司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泛酸系列产品生产与供应商，原料药及以全生物降解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产

品畅销于世界各国。市场上用于制作泛酸系列产品的技术有酶拆分法、化学法拆分发和诱导结晶法。公司

所用的是酶拆分法，该技术的知识产权为本公司所有，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技术。酶拆分法在产品质量、

成本控制、环境保护等方面都优于其他两种方法。 

    在医药领域，凭借健全的营销网络和强大的市场推广能力，依托自身强大的营销网络与产品规划能力，

并通过整合行业资源，公司已与全国上千家医药企业、上万家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共赢关系，公司医药业

务覆盖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区市，药品制剂在全国二级以上医院的覆盖率超过 6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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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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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2,434,929,765.84 1,684,984,365.05 44.51% 1,158,213,84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0,573,499.90 237,909,176.45 51.56% 117,646,24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7,427,543.86 235,322,616.49 26.39% 115,215,920.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960,150.27 139,735,191.77 187.66% 34,319,558.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87 -5.75% 0.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 0.87 -5.75% 0.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9% 34.35% -21.06% 34.09%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4,546,736,611.60 3,334,689,371.91 36.35% 673,143,83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58,084,375.67 2,544,162,931.38 12.34% 385,858,44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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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147,475.59 623,959,762.96 604,644,461.88 612,178,06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182,914.68 86,711,566.52 122,624,928.77 67,054,08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909,573.31 88,285,872.31 67,003,637.96 58,228,46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81,179.36 19,890,341.26 206,049,266.24 113,139,3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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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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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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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先锋 境内自然人 47.35% 208,478,523 208,478,523 冻结 76,550,000 

过鑫富 境内自然人 11.79% 51,928,896 25,967,448 冻结 37,500,000 

林关羽 境内自然人 3.29% 14,503,576 14,503,576 冻结 14,503,35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0% 10,999,62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创新驱动灵活
其他 1.04% 4,58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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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浦江之星 177 号集

合资金信托 

其他 1.03% 4,524,01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7% 3,829,390    

吴彩莲 境内自然人 0.87% 3,810,42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盈转型动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3,351,01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竞争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2,869,6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过鑫富先生和吴彩莲女士是配偶关系，林关羽先生是吴彩莲女

士妹妹的丈夫，上述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吴彩莲女士所持有的股份中的 3,280,000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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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 年，公司在继续做大做强原有板块业务的基础与前提下，积极顺应国家宏观政策变化的大势及行

业环境变化，以药品制剂、医药原料为战略布局中的重点领域，不断完备公司产品结构，补充与丰富以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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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类、妇科类、儿科类、血液肿瘤科类、治疗型大输液类为主的产品线；这一年，公司通过产业链的并购

整合、组织构架的完善、管理的提升，使公司整体业绩持续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43,492.98

万元，同比增长 44.51%；实现利润总额 44,433.41 万元，同比增长 47.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6,057.35 万元，同比增长 51.56%。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一）推进产业链的并购整合 

    报告期内，公司紧依既定战略布局，围绕重点领域，以产品为导向，通过新建与并购重组方式，新增

全资或控股医药企业 7 家，医疗管理公司 1 家，进一步优化调整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增强

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整体上已初步建成以临安为中心的原料药及新材料生产基地、以宿州为主的化

药、植物药（民族药）药品生产基地、以沈阳为主的儿科及高端治疗性大输液生产基地及以成都为主的妇

科药、皮肤药生产基地。 

    （二）巩固医药原料药行业地位 

    2015 年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公司继续保持世界最大泛酸系列产品供应商的地位。公司继续

强化管理，积极组织生产，开展技术研究，提高产品品质，通过不断探索工艺改进和优化，使得公司产品

依旧在行业内保持最好的品质。公司会继续以诚信待客，用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巩固客户关系，努力在品质、

市场份额等方面维持市场领先地位。 

    （三）夯实医药产品事业部营销基础 

    2015 年在公司管理层正确决策与领导、经营团队有效管理与执行、全体员工不懈努力、拓展并购与精

耕细作并重下，取得了高于医药行业平均增长水平的可喜成绩，销售业绩再创历史新高。公司专注发展的

肿瘤产品线、妇科产品线、皮肤科产品线等产品更加丰富，团队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为未来销售增长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加入的新公司不仅丰富了产品线，优化了产品结构，更是增加了新的专

业的销售团队，使得医药产品营销基础更为坚实。 

    （四）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公司 2015 年围绕研发技术签约近 3 亿元用于创新药品研发及首仿药品研发，获取了 CFDA 临床待批、

已批及待报生产 10 多个品种。 

    （五）做好新版 GMP、GSP 认证工作 

    根据国家《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新版《GMP 规范》的实施，公司及时对新版 GMP、GSP

进行了相应的认证工作，截至公告日，已基本完成了大部分的认证工作。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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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产品 1,648,732,263.80 697,956,978.87 42.33% 12.90% 22.01% 3.16% 

原料药 564,052,773.40 216,801,159.65 38.44% 298.60% 197.57%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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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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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发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基本情况                                                  

                                                                                单位:元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比

例（%）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定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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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宏达盛康药业有限公司 2015.3.31 13,000,000.00 100.00 支付现金 2015.3.31 取得经营管理权 

蚌埠骄阳药业有限公司 2015.5.31 13,000,000.00 100.00 支付现金 2015.5.31 取得经营管理权 

沈阳志鹰药业有限公司 2015.7.31 98,000,000.00 70.00 支付现金 2015.7.31 取得经营管理权 

安徽省天康药业有限公司 2015.8.31 240,000,000.00 100.00 支付现金 2015.8.31 取得经营管理权 

欧芬迈迪（北京）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15.11.30 10,000,000.00 70.00 支付现金 2015.11.30 取得经营管理权 

沈阳澳华制药有限公司 2015.12.31 71,420,000.00 100.00 支付现金 2015.12.31 取得经营管理权 

四川天联药业有限公司 2015.12.31 303,000,000.00 100.00 支付现金 2015.12.31 取得经营管理权 

合计  748,420,000.00     

 

2、处置子公司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置比

例（%） 

股权处

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

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

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享有该子

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合肥亿帆药业营销有

限公司 
5,700,000.00 100.00 转让 2015.6.30 丧失经营管理权 2,700,000.00 

杭州鑫富节能材料有

限公司 
- 57.14 转让 2015.6.30 丧失经营管理权 12,732,632.99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6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0.00% 至 80.00%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12,627.44 至 15,152.92 

2015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8,418.2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6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的主要

原因系公司 D-泛酸钙产品第一季度销售均价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较

大。 

 

 

亿帆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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