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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17-044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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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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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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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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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帆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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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德崎 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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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71-63759205 0571-63807806 

电子信箱 xz@yifanyy.com yfxflilei@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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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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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56,874,954.30 1,731,674,790.50 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0,973,512.02 364,266,397.37 3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37,255,276.63 364,387,410.74 2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8,033,596.44 148,795,622.65 154.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3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3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5% 12.01% 增加了 0.64 个百比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959,604,611.16 6,983,504,418.98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78,392,819.13 3,524,578,525.42 10.0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8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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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96,307 520,271,407 质押 217,647,300 

过鑫富 境内自然人 3.33% 36,65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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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15,508,671    

林关羽 境内自然人 1.25% 13,729,12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聚富产品 其他 1.05% 11,520,02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医疗保

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10,736,89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0.81% 8,896,460    

平安资产－邮储银行－如意 10 号资产

管理产品 
其他 0.68% 7,50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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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 7,318,233    

姜维平 境内自然人 0.65% 7,11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过鑫富先生是林关羽先生配偶姐姐的丈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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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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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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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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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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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始终坚持以“整合、创新、国际化”的中长期发展规

划，按照年初制定的2017年生产经营总体目标，全力推进研发、生产、营销、并购与整合及

内部管理等各项工作。报告期内，在全体亿帆医药人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5,687.50万元，同比增长7.23%，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097.35万元，同比增长

32.04%。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各项生产经营工作有序推进 

1、医药原料药业绩持续高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维生素B5及原B5市场行情较好，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公

司坚持“随行就市、以销定产”的营销策略，充分发挥自身在产品质量、技术、产能、品牌、

营销及客户服务等方面的龙头地位与资源优势，在巩固原有市场占有率的同时，稳抓市场机

遇，及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做到生产零事故，环保高标准严要

求，同时积极拓展新的客户，实现销量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使得报告期原料药板块取得较

好的经营业绩。 

2、核心药品制剂业务稳中有升 

报告期内，面对“营改增”、“两票制”等行业政策的变化对医药市场的影响，公司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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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应对，在挑战中把握机遇，利用自身在全国渠道与学术推广方面积累的分销与直营推广经

验、资源与优势，在保证成熟品种销量的基础上，加大自有品种的市场开拓力度，奠定了公

司上半年整体业绩，尤其是药品制剂板块业绩的基础。 

（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跟进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复方黄黛片、

缩宫素鼻喷雾剂、妇阴康洗剂及皮敏消胶囊等12个独家品种纳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随着新

版国家医保目录在各省市的陆续执行及与医疗机构的有效衔接，此次公司独家产品纳入医保

目录后，在为更多患者提供福祉的同时，也为后续产品的放量夯实基础，有助于公司药品制

剂板块未来业绩的持续增长。 

（2）报告期内，在前期内部药品文号转移及业务整合工作的基础上，以提高整体管理效

率，发挥规模效应、降低管理与生产成本，保证产品质量，提升产能为目标，继续推进内部

整合工作。完成新疆希望、牡丹江新医圣药品文号与业务向四川德峰的转移工作；启动独家

医保产品富马酸依美斯汀缓释胶囊的异地文号转移及坤宁颗粒的委托加工工作；利用宿州亿

帆、四川德峰与天长亿帆中药前提取的优势，保证妇阴康洗剂、皮敏消胶囊及银杏叶丸等核

心中成药品种的稳定生产。 

（3）报告期内，设立质量技术管理中心，引进药品质量与技术人才，对公司所属药品生

产型公司进行工艺合规自查，严把药品生产质量，严格遵守GMP要求依法合规生产；在药品

原辅材料，尤其是中药材市场价格上升的不利因素前提下，公司制剂板块采购管理中心，在

保证产品质量，符合GMP要求的前提下，以选择质优为标准，通过招标比价等多种方式，利

用上市公司规模效应，提高议价能力，竭力降低采购成本。 

（4）报告期内，在前期围绕产品、业务以及药品营销体系有效整合的基础上，加大公司

妇科、儿科、皮肤科及血液肿瘤类等核心专科领域的自有产品，尤其是独家品种的市场开拓

工作。在公司市场部的统一部署下，做好各省市新的招投标工作，提升产品中标概率。报告

期内，在新一轮完成招标或挂网销售的省份中，公司注射用头孢他啶、吡拉西坦氯化钠注射

液等现有成熟品种，以及复方黄黛片、缩宫素鼻喷雾剂、妇阴康洗剂等核心自有品种中标情

况较好。 

3、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助力产品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以中央研究院及上海健能隆研发团队为基础，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助力

在研药品临床研究工作有序推进。报告期内，公司新获药品及相关产品专利7个，其中国际专

利4个；公司二氮嗪口服混悬液、氯法拉滨注射液、卢非酰胺片、F-627等四个在研产品已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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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基金项目，并获受理；在研产品F-627提前获得CFDA批准进入三期

临床；在研产品A-337获得澳大利亚Alfred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进入一期临床；公司紧跟国家

鼓励与支持源于经典名方的复方中药制剂的政策，不断挖掘中药潜力产品，启动产品储备和

后续产品梯队建设。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在研项目24个，其中有阶段性进展的如下： 

序号 研发药品 适应症 研发进展 国别 

1 复方黄黛片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正在进行三期临床试验 中国 

2 注射用硼替佐米及原料 多发性骨髓瘤 待报产 中国 

3 F-627 嗜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正在进行三期临床试验 中国 

4 F-652 急性胰腺炎 完成一期临床，准备二期临床申报。 中国 

5 F-652 移植物抗宿主病 已递交孤儿药申请并获受理 美国 

6 A-337 人体恶性实体瘤 正在开展一期临床试验 澳大利亚 

7 A-319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一期临床申报并获受理 中国 

（二）并购整合持续推进 

报告期内，凭借在医药行业中积累的并购整合经验与优势，公司继续围绕以专业性、专

科性及治疗型重点专科领域产品线为导向，进行并购整合。报告期内，公司收购沈阳圣元及

辽宁圣元，获取布洛芬干混悬剂、盐酸莫雷西嗪片及完整的眼科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公司儿

科产品线，优化了品牌OTC产品结构。 

（三）报告期内，杭州鑫富、安庆鑫富、湖州鑫富、天长亿帆、四川德峰积极申报国家

高新技术认证工作。2016年上市公司自身所属维生素B5、维生素原B5及PBS资产与业务由杭

州鑫富承接，杭州鑫富高新技术企业若成功认证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原料药板块业务的竞争能

力。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杭州鑫富已提交相关认证申报文件并获受理。 

（四）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经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核准。公司

与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工作已顺利完成。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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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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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2017年5月1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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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2017年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公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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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本准则施行日

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除上述外，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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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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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参见“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中“八、合并范围的变更”相关内容。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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