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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3                   证券简称：丰原药业                 公告编号：2018-017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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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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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0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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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 张群山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6 号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6 号 

电话 0551--64846018 0551--64846153 

电子信箱 xlyyzj@163.com xlyyzj@soh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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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406,963.27 1,159,820,378.31 2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081,139.34 43,549,863.52 -1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7,222,032.48 28,599,575.52 30.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332,075.25 27,985,014.01 -2.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01 0.1395 -13.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01 0.1395 -13.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2% 3.71%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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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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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3,169,365.97 2,767,714,922.77 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47,883,939.06 1,220,456,400.86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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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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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无为制药厂 国有法人 11.30% 35,842,137    

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 国有法人 8.05% 25,521,900    

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

制药厂 
国有法人 5.77% 18,286,558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 8,332,03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21% 7,000,00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 7,000,000    

曾纪锋 境内自然人 0.90% 2,866,500    

胡海洋 境内自然人 0.44% 1,400,000    

张淑敏 境内自然人 0.43% 1,350,000    

李若霜 境内自然人 0.39% 1,235,4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上述公司股东中，安徽省无为制药厂、安徽蚌埠涂山制

药厂和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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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安徽省无为制药厂通过海通

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842,137 股；安徽省马

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通过安信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18,286,558 股；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通过中泰证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3,200,000 股；胡海洋通过国泰君安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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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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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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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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540.7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7.21%；实现营业利润5,930.60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35.28%；实现利润总额5,974.6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08.11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12.56%。 

（2）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3）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药品生产制造 791,224,349.15 421,977,335.45 46.67% 85.72% 76.25% 2.87% 

药品零售流通 656,574,925.17 519,740,285.97 20.84% -7.44% -12.14% 4.23% 

分产品 

生物药及制剂 71,550,910.01 42,956,887.38 39.96% 22.70% 44.23% -8.96% 

化学合成药及制剂 694,764,012.16 358,934,877.00 48.34% 100.09% 86.71% 3.70% 

中药及制剂 24,909,426.98 20,085,571.07 19.37% 21.54% 15.48% 4.23% 

药品零售 231,600,994.35 157,995,006.46 31.78% 10.01% 6.75% 2.08% 

药品批发 424,973,930.82 361,745,279.51 14.88% -14.80% -18.44% 3.80% 

分地区 

安徽省内 768,730,677.05 530,321,573.30 31.01% 2.54% -0.07% 1.80% 

安徽省外 679,068,597.27 411,396,048.12 39.42% 76.06% 37.01% 17.27% 

（4）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①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两票制、公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制、药占比管控等医药行业政策的实施，可能导致市场竞

争格局的变化，对医药行业发展产生影响，公司存在行业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医药行业政策的变化，并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产品结构优化的优势，积极调整营销模式，努力提

升产品销量。 

②公司注重新药研发，近年来研发投入不断加大，但新药研发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公司存在新药

研发最终能否通过审批的风险。 

公司高度重视新药研发工作，以科学规范化的药品研发管理机制积极组织实施产品研发，并积极寻求科研合作，努

力降低研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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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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安徽邦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业生物”）经友好协商签署《合资经营企业合同》，双方约定投

资设立合资企业“安徽丰原邦业生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33 万元。其中，

本公司以 500 万元现金出资，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60%；邦业生物以蛋白酶 K 的专有技术及全部生产技术作价333 万

元作为出资，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40%。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宏满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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