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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4                           证券简称：陇神戎发                           公告编号：2017-010 

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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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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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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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66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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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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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神戎发 股票代码 30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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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勤辉 薛守兵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国防路 10 号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国防路 10 号 

传真 0931-5347119 0931-5347119 

电话 0931-5347119 0931-5347119 

电子信箱 lsrfzq@163.com shbxue@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中成药的生产和销售。目前共有滴丸剂、片剂、硬胶囊剂、膜剂等4种剂型。主要产

品元胡止痛滴丸、酸枣仁油滴丸、鞣酸小檗碱膜和七味温阳胶囊均为独家品种，3种药品被列入《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2012版），4种药品被列入OTC甲类品种，5种药品被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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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版） 

公司作为一家从事中成药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公司根

据自身情况、市场动态，独立自主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公司销售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元胡止痛滴丸，2014年

-2016年占公司药品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达到85.97%、80.78%和89.06%。元胡止痛滴丸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和国家二级中药保护品种，为无成瘾性的纯中药全科用药，临床应用广泛，特别适合于治疗慢性疼痛。既

可单独作为止痛类药品使用，用于理气、活血、止痛，也可做辅助类药品综合组方用药。元胡止痛滴丸具

有镇痛、镇静、催眠、抗溃疡、抑制胃液分泌等作用，对于治疗行经腹痛、胃痛、胁痛和头痛疗效显著。

元胡止痛滴丸属于中药非处方药品，连续被列入2009 年版和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版）》，

是国家医保甲类药品。 

2、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医药行业存在着较高的行业政策性壁垒，国家在医药行业准入、生产经营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

法规，以加强对药品行业的监管，尤其对于中成药，符合条件的药品可以申请中药品种保护，保护期内国

内企业不能进行仿制和改剂型的申请。公司致力于中药产业化领域特色、健康的中成药的研发和生产，符

合国家确立的中医药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另外，国家医药体制目前处于改革和调整阶段，

国家基本药物、药品招投标、药品价格等方面的法规和政策调整会对公司的经营模式、药品研发、盈利能

力等产生重要的影响。 

根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版），公司主打产品元胡止痛滴丸属于中成药内科用药中的理气剂，

主要功能是疏肝和胃。临床上，元胡止痛滴丸的使用范围较为广泛，属全科用药，可单独作为止痛类药品

使用，用于理气，活血，止痛（行经腹痛，胃痛，胁痛和头痛），也可做辅助类药品综合组方用药。 

受到医保的深入实施以及患病人群日益增长的因素影响，国内止痛药市场呈现稳健增长的态势。由于

中药在我国居民的健康意识中存在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患者和医生中认可度较高，虽然其止痛效果较化学

药止痛药要缓慢，但由于其“标本兼治”以及副作用较少的优点，所以在多种慢性病痛症领域增长迅速。以

元胡为主要成分制成的止痛滴丸、止痛颗粒、止痛片及胶囊，止痛作用显著，具有效力持久、毒性小、服

用方便等特点，可用于气滞血瘀引起的胃痛、肋痛、头痛及月经痛等。公司主要产品元胡止痛滴丸在2009

年进入基药目录，凭借良好的疗效，市场规模迅速扩大，销售保持高幅增长，主要销售于医院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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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269,681,016.10 277,360,875.91 -2.77% 301,575,28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52,339.92 60,677,164.92 -22.13% 60,424,35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529,856.68 51,420,529.23 -15.35% 46,018,22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35,424.42 30,601,503.86 -57.08% 39,007,994.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10 0.9335 -28.12% 0.92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10 0.9335 -28.12% 0.92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1% 15.91% -6.30% 17.96%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763,476,182.16 646,742,201.12 18.05% 478,493,00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3,736,407.65 405,573,219.15 73.52% 363,096,0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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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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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65,129.02 77,211,542.49 65,472,218.70 80,832,12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19,845.90 14,308,975.74 12,936,716.16 9,686,80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66,545.90 13,803,513.75 11,833,830.59 7,825,966.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59,348.07 -1,668,479.05 8,897,409.40 13,465,8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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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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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永新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10% 22,621,755 22,621,755 质押 11,310,878 

通用技术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19% 6,235,022 6,235,022   

甘肃生物产业

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19% 6,235,022 6,235,022   

东证融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9% 3,368,018 3,368,018   

兰州永新大贸

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83% 3,316,888 3,316,888 质押 3,316,000 

甘肃金源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0% 3,117,511 3,117,511 质押 1,500,000 

甘肃省循环经

济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 2,600,000 2,600,000   

詹显财 境内自然人 2.50% 2,168,247 2,168,247   

甘肃顺诚商贸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1% 2,000,000 2,000,000   

甘肃时代华威

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1,558,756 1,558,756 质押 1,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股东兰州永新大贸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为大股东西北永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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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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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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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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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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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2016年是公司“十三五”计划的开局之年，更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全新起点。2016年9月13日，公司股票

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一年里，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激烈的市场竞争、医药行



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业药品招标、国家关于医药生产流通政策的调整背景，公司管理层精心经营、恪尽职守、强化内部管理，

狠抓市场拓展，深化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公司主要业

务回顾如下： 

1、首发募投项目顺利投产使用 

2016年，公司首发募投项目“年产100亿粒滴丸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公司成功上市后，按照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完成募集资金对前期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置换工作。首发募投项目自可

研立项、开工建设，至取得GMP认证投产，公司上下同心同德，克服重重困难，在做好新厂区建设的同时，

始终抓好旧厂区的生产工作，10月份，公司通过GMP认证，新厂区正式投入使用，顺利完成新旧厂区生产

工作的有序衔接，保障了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 

2、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2016年度，在国内经济形势持续下行，国家调整医药生产流通政策的背景下，面临新生产基地整体搬

迁及新厂区GMP认证投产、创业板筹备上市等重大压力与挑战，公司始终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以市场

维护及开拓为导向，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公司经营保持稳定，总体收入水平较上年基本持平，主营业务收

入有所增长，实现了公司稳健的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6,968.1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77%；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25.2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352.99万元，较上年同期15.35%。 

3、全面推进科研开发工作，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积极调整研发策略以应对国内药品审

评审批政策不断变化、注册标准不断提高等各种大环境的影响。同时，根据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立足独家

产品和中药特色产品优势，做大做强滴丸产业，积极推进新产品的创新研发、成果转化，加强原药材规范

化种植基地建设，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动力。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以下科研成果：（1）“一种元胡止痛滴

丸及其制备工艺”发明专利获得“中国专利奖优秀奖”；（2）2016年，公司组织申报的“一种元胡止痛滴丸及

其制备工艺”国家发明专利获得首届甘肃省专利奖一等奖，公司与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兰州大学、甘肃省肿瘤医院多家单位联合申报的“当归、黄芪膜提取物有效组分功效及配套重离子

治癌产品研究与开发”研究成果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3）2016年07月，由兰州市科学技术局主持，

对公司完成的“元胡标准化种植关键技术研究及规范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进行科技成果鉴定并通过；（4）2016

年11月，公司组织召开“元胡止痛滴丸二次开发项目结题验收暨科研发展研讨会”，对公司主打产品元胡止

痛滴丸的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理、质量标准升级和新剂型的探索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和研讨，

“元胡止痛滴丸二次开发”项目顺利结题并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结合项目成果，公司正在对该产品进行

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布局；（5）发明专利“一种麻杏止咳胶囊及其制备工艺”（专利号ZL201310644467.5）和 

“一种微波辅助提取松潘乌头生物碱的方法”（专利号ZL201410130374.5）获得授权。同时，公司发明专利“一

种元胡止痛滴丸中多指标成分含量的HPLC测定方法”（申请号CN201511006494.5）、“一种滋补饮料及其

制备方法”（申请号CN201511006493.0）和“元胡止痛滴丸的质量控制方法”（申请号CN201510880850.X）

申请处于公开阶段，并完成《一种元胡止痛滴丸有效组分提取方法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初稿的撰写。 

4、完善公司治理，促进规范运作  

公司上市以来，按照上市公司规范运行具体要求，积极推进内控建设，规范“三会”运行，健全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投资者关系等工作，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内部控制，通过互动易平台、投资者来

电接听等多方式，畅通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交流的渠道，增强公司运作透明度，维护上市公司良好市场形象。 

5、报告期内，公司“黄芪当归胶囊技术引进转化项目”产品注册申报已经提交国家食药监局，目前资料

已经正式受理，处于审批阶段。 

产品名称 注册分类 功能主治 注册所处阶段 进展情况 

黄芪当归胶囊 保健食品 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

护功能 

技术转让 技术审评 

6、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新进入或者退出省级、国家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的药品。 

公司主要产品元胡止痛滴丸、酸枣仁油滴丸、鞣酸小檗碱膜和七味温阳胶囊均为独家品种，其中元胡

止痛滴丸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和国家二级中药保护品种；元胡止痛滴丸、复方丹参片和消炎利胆片3种药品

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版）；元胡止痛滴丸、麻杏止咳胶囊、七味温阳胶囊和消栓通络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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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药品被列入OTC甲类品种；元胡止痛滴丸、复方丹参片和消炎利胆片、消栓通络片和三七伤药片5种药

品被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版）。 

7、本报告期及去年同期销售额占公司同期主营业务收入10%以上的药品情况 

药品名称 功能主治 发明专利起止期限 注册分类 
是否属于中药保

护品种 

元胡止痛滴丸 
理气，活血，止痛。用于气滞血瘀

的胃痛，胁痛，头痛及痛经等。 

2010年7月20日至

2029年7月20日 
中药8类 是 

舒心宁片 

活血，消瘀，行气止痛。用于改善

冠状动脉血循环，兼治高血压病，

胆固醇过高及冠心病，心绞痛。 

 中药9类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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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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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胡止痛滴丸 238,200,119.68 8,687,559.58 36.47% 11.83% 9.48%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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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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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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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海军 

 2017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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