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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4                           证券简称：陇神戎发                           公告编号：2017-039 

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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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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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931-5347119 0931-5347119 

电子信箱 lsrfzq@163.com shbxue@163.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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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0,368,187.70 123,376,671.51 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917,343.78 24,628,821.64 -4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566,171.19 23,870,059.65 -5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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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349,989.16 -9,227,827.12 -66.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9 0.1083 -57.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9 0.1083 -57.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 5.89%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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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069,644.15 763,476,182.16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8,998,072.18 703,736,407.65 0.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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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永新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10% 79,176,142 79,176,142 质押 39,588,073 

通用技术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19% 21,822,577 21,822,577   

甘肃生物产业创

业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19% 21,822,577 21,822,577   

东证融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9% 11,788,063 11,788,063   

兰州永新大贸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83% 11,609,108 11,609,108 质押 11,606,000 

甘肃金源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0% 10,911,288 10,911,288 质押 5,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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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0,000 9,100,000   

詹显财 境内自然人 2.50% 7,588,864 7,588,864   

甘肃顺诚商贸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1% 7,000,000 7,000,000   

甘肃时代华威矿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5,455,646 5,455,646 质押 4,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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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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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倪鹏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0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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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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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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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来源主要为中成药的销售。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36.82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699.15万元，同比增长5.67%；实现中成药销售收入12905.8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54.50万元，

增长6.21%；子公司神康医药实现销售收入130.9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5.35万元，下降29.70%。 

其中滴丸剂类营业收入12525.7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812.35万元，增长28.95%，占营业总收入的比

例为96.08%。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为8935.8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22.26万元，增长14.36%，超出主营业

务收入增长幅度，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年产100亿粒滴丸剂生产基地全面投产运营，老厂区全面停

产关闭，新生产基地预计五年达产，产能逐步释放，生产经营相关的水、电、气及折旧等运营费用比上年

同期增加。 

报告期销售费用1618.5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00.04万元，上升125.26%，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家医

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医保控费、招标二次议价、“两票制”甚至“一票制”等相关政策的推进，公司销售业务、

市场拓展压力不断增大。报告期公司克服医药行业大环境的巨大压力，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推进销售渠道

建设和市场开拓工作，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报告期管理费用991.6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48.98万元，上升17.68%。其中研发费用218.80万元，同

比减少171.95万元，下降44.01%，主要原因是元胡止痛滴丸二次开发研究项目在上年末结题，本期投入减

少，同时公司搬迁新厂区后折旧、水电气等费用增加。 

报告期财务费用-91.4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3.33万元，上升26.7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利息收入比

上年同期减少101.47万元，报告期无借款，利息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68.40万元。 

报告期所得税费用204.4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08.17万元，下降50.4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利润总

额较上年同期下降，计提所得税费用减少。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91.7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71.15万元，下降43.49%。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535.0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12.22万元，下降66.34%，

主要原因是：销售产品收到的现金11965.9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03.36万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9168.1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72.38万元；支付的各项税费1562.2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75.30万元，

下降14.98%。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26.1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33.04万元，增长56.6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加大营销推广力度，支付的广告展览市场推广费用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362.6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890.67万元，下降54.4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1944.67万元，收到华龙证券红利54万元。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88.5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922.26万元，增长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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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归还银行借款2000万元，本年无此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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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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