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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2018-039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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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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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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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慈制药 股票代码 00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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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芝瑛 安文婷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68 号 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68 号 

电话 0931-8363280 0931-8362318 

电子信箱 lvzhiying3619@126.com anwenting_fc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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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360,779.05 222,270,599.13 2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389,474.23 34,505,315.47 2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9,814,471.84 34,713,292.03 1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55,117.59 22,800,230.57 -104.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30 0.0676 22.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30 0.0676 22.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7% 2.64%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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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823,503.80 2,349,825,160.17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5,199,135.87 1,359,148,202.6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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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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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佛慈医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46% 308,748,436 0   

赵建平 境内自然人 2.60% 13,300,000 0   

西藏德传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德传附子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3% 3,216,509 0   

高建民 境内自然人 0.39% 1,991,850 0   

江创成 境内自然人 0.39% 1,972,224 0   

孙杰 境内自然人 0.31% 1,564,800 0   

乔松 境内自然人 0.29% 1,506,076 0   

张学松 境内自然人 0.22% 1,139,920 0   

陈俊公 境内自然人 0.22% 1,109,226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9% 986,2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甘肃佛慈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赵建平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1,5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800,000 股；

江创成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1,972,224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孙杰通

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11,8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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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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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控股股东名称 甘肃佛慈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8 年 04 月 25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股东完成改制及

名称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6）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8 年 0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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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监管政策密集出台；中医药行

业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战略地位显著提升，中医药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

应对上述机遇和挑战，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立足主业，逐步向全产业链布局，统筹兼顾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生产经营业绩。本报告期，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27,336.0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38.95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22.85%。 

报告期内，公司各方面工作按计划开展，并取得良好成效，主要如下： 

1、市场营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强化市场建设，优化市场布局，做透做实陕、甘主力基础市场，

积极发展其他成熟潜力市场；提高产品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规范稳定渠道价格，市场接受度良好；加强

医院市场的开发力度，积极参与基药招标，推进基药进入基层；全面向终端连锁拓展，强化与全国各地大、

中、小型医药连锁的深度直供战略合作，逐步掌控市场营销终端销售主动权；强化品牌形象，加大六味地

黄丸、阿胶等特色主导产品在多种媒体如高铁、广播、新媒体等广告投入，着力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优

化营销队伍管理和建设，引进专业化营销人才，提升营销团队业务能力和执行力；坚持实施“走出去”战

略，加大国际市场开发力度。通过上述措施，较好地实现了营销业绩稳步增长。 

2、生产质量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安排生产调度，优化生产要素，提

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运行成本；加强对生产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和质量控制，新区项目顺利通过省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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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监管局GMP认证检查并取得GMP证书，药品市场抽检合格率保持100%；严格执行大宗原料招标采购

制度，加强产地化采购、季节性采购，保证原辅材料质量，降低采购成本；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全面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3、科研开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单味及经典名方配方颗粒标准研究，2018年2月公司被确

定为甘肃省首批中药配方颗粒科研项目单位；国家中药标准化项目，中药国际药品注册与标准研究，独家

品种复方黄芪健脾口服液、内消瘰疬丸（浓缩丸）的二次开发，大健康产品开发，创新平台建设等多项科

研创新工作均有序推进。 

4、在建项目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兰州新区佛慈制药科技工业园项目建设，新区项目生产

线已于2018年7月5日取得了《药品GMP证书》，目前正在陆续推进原生产场地向兰州新区的搬迁工作。新

区项目投产后有助于解决公司产能不足问题，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甘肃佛慈天然药物产业

园项目平稳有序推进，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封顶，目前正在进行设备采购安装，预计2018年底运营投产。 

5、产业链延伸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中药材经营业务的拓展，在经营品种、客户开发、经营业

绩方面取得较大进展；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甘肃佛慈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加大上下游相关产业优质

资源的并购整合力度，逐步实现全产业链、多元化经营发展。 

6、内控管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和修订完善工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

范公司运作；加强成本核算管控，强化风险防控，通过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质增效、节本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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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新增1家控股子公司甘肃佛慈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其

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4,250万元，持股比例为85%，于2018年6月12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董事长：石爱国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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