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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7                           证券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8-047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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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花药业 股票代码 00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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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艳  

办公地址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

东湖路 18 号 
 

电话 0451-82307136  

电子信箱 1538187508@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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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36,058,261.96 1,956,701,256.90 1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2,793,780.76 191,568,672.91 4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51,071,167.03 182,505,932.80 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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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6,421,909.29 205,096,823.63 34.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64 0.6561 1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64 0.6561 1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0% 7.02%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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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1,198,680.52 4,470,167,675.64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92,738,572.92 2,992,850,701.4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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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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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花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61% 254,710,000 0 质押 22,400,000 

关彦斌 境内自然人 13.18% 76,972,952 66,482,214 质押 44,415,053 

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1% 24,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 10,568,823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8,671,11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 8,312,532 0   

张权 境内自然人 0.94% 5,486,70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4% 4,900,400 0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强势

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4,674,559 0   

张玉玲 境内自然人 0.65% 3,790,6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关彦斌先生为葵花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51.85%；为黑

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21.78%；2.张权为

葵花集团有限公司及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参股股东。注：葵花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54,710,000 股，目前自愿追加锁定期

一年（2017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0 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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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有葵花的地方就有太阳”的企业愿景，全面启动“精品药”打造工程，在“思想革命、技术革命、

营销革命、管理革命”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依托公司品牌、品种、网络、模式等多方面优势，在公司科研、生产、销售、管

理全领域共同发力，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保持利润持续稳步增长。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3,605.8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279.38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7.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5,107.1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57%。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336,058,261.96 1,956,701,256.90 19.39%  

营业成本 975,065,288.22 814,851,483.33 19.66%  

销售费用 734,735,626.33 655,474,861.59 12.09%  

管理费用 246,311,605.04 207,547,457.25 18.68%  

财务费用 -2,449,704.95 4,940,586.73 -149.58% 主要系本期利息支出同比减少以

及利息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74,956,191.33 55,039,963.26 36.19% 主要系本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

所致 

研发投入 60,089,260.57 47,394,556.11 26.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6,421,909.29 205,096,823.63 34.78% 主要因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5,104,914.99 71,319,443.61 -569.86% 主要系公司本期将闲置资金购买

理财，以及本期赎回理财产品同

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0,347,667.45 -114,122,547.08 -84.32% 主要系母公司本期进行利润分配

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268,947,987.46 162,140,421.81 -265.87%  

货币资金  651,604,738.93 932,093,583.58 -30.09% 系本期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所致 

应收票据  108,474,043.08 169,628,599.44 -36.05% 主要为承兑汇票到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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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待售资产   5,057,666.76 -100.00% 系佳木斯拟出售的房屋及土地在

本期全部出售 

其他流动资产  472,011,001.65 273,153,248.10 72.80% 主要系本期闲置资金购买理财增

加所致 

生产性生物资产  772,530.33 410,770.45 88.07% 系葵花药材基地本期购进五味子

苗子及种子所致 

在建工程  135,233,837.15 44,654,542.36 202.84% 主要系本期临江葵花新厂区建设

工程、重庆葵花新建生产线及隆

中葵花新厂投入的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883,481.32 5,605,255.91 40.64%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的增加 

短期借款  180,000,000.00 100,000,000.00 80.00% 系本期增加的银行贷款 

应付票据  17,903,841.30 29,318,717.69 -38.93% 系承兑汇票到期解付所致 

应交税费  59,022,184.14 106,012,534.10 -44.33% 减少的部分主要为本期实缴的增

值税及所得税 

股本  584,000,000.00 292,000,000.00 100.00% 本期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00,166.08 -182,851.77 45.22% 系葵花林本期汇率变动的影响 

资产处置收益  36,124,885.49 -287,864.12 12,649.28% 系本报告期衡水葵花及佳木斯葵

花本期出售老厂区资产产生的利

得所致 

其他收益  5,294,576.61 11,596,866.98 -54.34%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5,619,948.64 1,798,218.41 212.53% 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支出增加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12,706,647.95 2,374,975.79 435.02% 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增

加所致 

 

2、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1）研发领域 

公司将“儿童、呼吸、消化、妇科、老年、心脑血管、风湿骨病系统药物”定位为中长期发展的战略产品线，以“买、

改、联、研”为实现上述目标的策略和措施。通过战略和措施的实施，不断丰富产品线、提升产品生命力。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体系建设已趋于完善，研发中心现已形成下设北京、哈尔滨、重庆、天津四家研究院与12所/部的

平台布局；不断加深对产品的深入挖掘和临床研究。北京药物研究院主要从事新药的研发，哈尔滨大健康产品研究院主要从

事保健食品、食品、药妆、日化等产品的研发，重庆儿童药物研究院主要从事儿药药物创制、仿制和现有品种的改造升级，

天津药物研究院主要从事人参等北方道地药材的开发研究。12所/部系十二个制药公司的研发部门，在公司研发战略和策略

之下，主要围绕本企业的产品开展创仿和产品的二次改进等。公司持续提升研发投入，积极开展药品及大健康产品研发工作。 

药品研发项目： 

目前，公司开展仿制药一致性再评价研究项目20项；化仿药原料/制剂研究项目8项；化药仿制药研发项目14项；公司与

中国中医药科学院中药所合作开展经典明方研发项目8项；报告期内，公司主品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护肝片增加适应症的

研究项目有序开展，其中，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在原适应症的基础上，公司开展了拟增加治疗支原体肺炎适应症的药效学试

验研究；护肝片在原有适应症的基础上，拟增加治疗药物性肝损伤、酒精性肝炎，脂肪肝适应症。2017年度由陕西省中医药

研究院完成增加适应症的药效学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护肝片对药物性肝损伤、酒精肝、脂肪肝均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

用。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顺利通过注册现场核查，目前等待临床批件中；小儿肺热平胶囊、雪梨止咳糖浆变更用法用量项

目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临床研究项目6个，其中，小儿蒿芩抗感颗粒项目IIa入组，小儿肺热咳喘

口服液、康妇消炎栓、芪斛楂颗粒、玉屏风口服液临床循证项目正进行方案论证，护肝片增加适应症临床项目待CDE批件。 

大健康产品研发项目： 

目前，公司已获得批件或结题的大健康产品研发项目16个，其中4项已获得国家保健食品备案号；在研产品项目20个；

已立项项目6个。 

公司于2017年与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院士合作建设的院士工作站，报告期内，院士工作站与公司子公司合作开展

补虚通瘀颗粒、石龙清血颗粒和通脉颗粒三个已上市品种的药效学及生产工艺优化研究，即运用现代技术，对3个已上市中

药品种进行药效学深入研究，明确其作用机制，更好地指导临床应用；对生产工艺进行优化，保证产品质量。目前院士工作

站已顺利完成第一次运行报告。 

同时，葵花药业博士后工作站建站申请已通过黑龙江人社厅初审，待国家人社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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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领域 

2018年是公司“精品药”工程的元年，公司结合品种的特点，从生产角度按功能主治、业绩空间等维度进一步细化了首批

精品药落地工程的实施品种范围，推进公司精品药工程的实施。同时，为保证公司精品药工程的顺利实施，报告期内，公司

全面提升生产质量管理水平、生产线自动化水平和生产效率，坚守“以药典标准”为最低生产标准，并结合公司产品实际情况

不断提升生产、检测标准，改进生产工艺，精选道地药材，精益生产，严控安全生产及药品质量，从选材到生产，从储运到

销售，不断深化，管理横到底纵到边，狠抓公司质量管理控制，做到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管理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上半

年度，唐山葵花、伊春葵花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评审，伊春葵花通过安全文化示范企业评审，五常葵花被工业和信息化

部评为绿色工厂。 

同时，公司积极向上游布局药材基地，继续试水药材经营。 

（3）销售领域 

公司“聚焦主品”战略得到深入贯彻，目前“关注主品、培育主品、聚焦主品”共识广泛形成，主品学术研究已经起步，氛

围日益浓厚，各销售公司注重学术引领，从广告模式、控销模式转向价值营销、学术营销模式。积极打造样板市场，在医院

和两所端销量取得突破。助推公司整体业绩的提升。 

报告期内，品牌经营模式：聚焦主品、连锁分类营销创新，推动“两所”开发上量，金银花露及小儿柴桂退热颗粒陆续上

市，在上半年均实现了较为可观的增长，填补和解决了儿童中药OTC安全退烧和儿童常见的“阳常有余阴不足”等上火问题。

儿童药品类不断完善，品牌影响力及行业地位进一步提升。 

普药经营模式：深挖品种，不断创新销售模式，因地制宜，在妇科药领域重新定位“康妇消炎栓”作用机理，创新开创

诊所灌肠技术并系统推广，提升妇科药品类整体上量。深入落实“精品药”工程，对康妇消炎栓、石龙清血颗粒 、参芪颗粒、

五加参蛤蚧精等品种从工艺优化、标准提升、含量检测、药学研究等多维度对产品进行深度挖掘。实施品牌化操作，打造

连锁和诊所样板市场，在连锁实现品类合作，在增加整合资源的同时，拓展了与整合连锁的合作深度和广度，助推普药公

司经营指标的提升。 

处方经营模式：在医药政策持续严峻，政策细化、处方外流加剧的环境下，顺应形势，全面模式转型，持续深化学术

引领、模式转型的管理思想；加强市场准入、强化学术营销、整合招商管控渠道、人员覆盖加密，在专家建设、会议组织、

专家代言等方面扎实推进，以事业部为单位，重点强化学术转型的落地执行，以学术推广搭建平台，提高产品影响力； 通

过多举措实施实现销售的同比增长。 

公司顺应时代发展，积极布局大健康领域，通过前期的业务摸索，资源整合，目前公司大健康领域已初具雏形，报告期

内，实现销售收入及利润的大幅增长，未来公司也将不断加大大健康领域的业务投入，助推公司实现全产业链的不断延伸。 

（4）管理领域 

报告期内，在运营、管理、服务、保障等方面重点发力，强化集团化管控，统筹顶层设计，规划企业运作；推进组织变

革，理顺职能权责；细化运营主体，持续夯实管理基础，关注细节，向智能化、精细化管理要效益；在此基础上，公司合理

控制费用，强调利润增长及主品增长导向考核，共同助推了公司2018年上半年的整体经营业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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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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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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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净利润 

葵花药业集团（天

津）药物研究院有

限公司 

2018年

06月30

日 

17,580,000.00 70.00% 货币资金收

购 

2018年06月

30日 

取得控制权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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