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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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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7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51,950,037.51 元，提取 10%的法

定公积金 5,195,003.75元，本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6,755,033.76 元，加上年初未分

配利润 447,646,580.43元，扣除本年分配 2016年度现金股利 9,158,876.16元， 2017年度末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85,242,738.03 元。 

    根据《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和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制定公司 2017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7年年末总股本 305,295,872 股加上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

份 67,974,413 股后的总股本 373,270,285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0.3 元（含税），共计拟

派发现金红 11,198,108.55 元，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5 %。本年度不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花股份 60008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  明 张云波 

办公地址 西安市科技四路202号 西安市科技四路202号 

电话 029-88336635 029-88336635 

电子信箱 irm@ginwa.com.cn irm@ginwa.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主要

业务为药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线涵盖化学药品、中成药、原料药和保健品，剂型包括片

剂、胶囊剂、颗粒剂、散剂、合剂、口服溶液剂、糖浆剂、外用溶液剂等一百多个品种、品规，

依据特性和经营模式，产品分为骨科类、免疫类、儿童类和普药类等四个系列。    公司主导产品

金天格胶囊是国家一类新药，经过多年的推广，目前已经成为骨科临床中药一线用药；转移因子

系列产品为改进人体免疫力的生物药品；儿童系列用药包括小儿复方磺胺二甲嘧啶散、鞣酸蛋白

酵母散等；普药系列主要包括开塞露、诺氟沙星胶囊、甲芬那酸胶囊等品种，公司主要产品在多

年的运营中形成了质量稳定、安全可靠的竞争优势。 

   公司医药批发与零售业务主要由陕西金花医药化玻有限公司经营，该公司经营产品包括中成

药、化学药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保健品等，主要业务范围集中陕西、甘肃、青海等西北

地区。 

 

（二）经营模式： 

   1、医药工业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物料由物料部统一负责采购。物料部根据生产计划、库存情况及原材料市场情

况，制定原材料的采购计划，保证物料及时供应。质量部核对供应商的资质、质量体系及生产能

力进行审核、评估等出具审核意见及合格供应商目录；物料部对合格的供应商通过比价、招标等

方式进行物料采购。同时，公司每年对供应商进行现场审计，每季度进行评估、评分。物料部通

过对日常市场信息的收集分析，结合合理库存、到货周期、付款周期等因素，降低公司各项采购

成本。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模式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进行，由公司营销部门提交年度销售预算计划，每月依据

市场需求编制次月销售计划提交生产部。生产部根据月度销售计划制定出月度生产计划，再由储

运部进行物料需求计划核算，物料部进行物料采购，生产部依据月度生产计划分解出周排产计划

并组织生产，各车间负责生产实施。在生产执行过程中，所有在线生产品种严格遵守生产工艺规

程，依据 GMP 规范和岗位操作 SOP 开展生产活动，确保规范生产。技术部对生产过程工艺规程



执行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和评价。质量部对生产环境、工艺实施过程检测监控，对所有生产用物料、

生产过程中间产品和产成品按照相应质量标准进行检验，确保生产过程合规，产品质量合格；设

备部负责生产设备的安装、调试、保养等工作，确保产品安全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体系设有新药部、招商部、普药部和市场部，分管不同渠道的产品营销业务。主导

产品以招商代理模式为主，目前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公司坚持专业的学术化推广道

路，形成了战略规划、品牌建设、媒体宣传、会议推广、市场调研、促销活动以及专家网络建设

等多维度的产品营销框架。随着营销工作推进，营销活动在高度、深度、专业度和持续度四个方

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2、医药商业经营模式公司医药商业由陕西金花医药化玻有限公司经营，其经营模式为采购

其他医药生产企业产品，向医药商业企业、医院及零售药店等终端客户批发与销售。 

    

（三）行业情况 

   1、医药工业情况 

医药作为刚性需求，在我国人口增长、老龄化进程加快及人们生活方式改变的背景下，医药

行业的市场规模进一步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数据统计，2016 年中国医药工业销售收入为

29463 亿元，同比增长 10.3%，增速较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增速高于中国工业整体增速 5.4 个

百分点。2012 年—2016 年医药工业销售收入及增幅（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6 年中国医药

工业利润总额为 3201 亿元，同比增长 16.4%，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4.1 个百分点，增速明显提升。

2012 年—2016 年医药工业利润总额及增幅（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医药商业情况 

2016 年药品流通市场销售规模稳步增长，增速略有回升，据中国医药商业统计年报统计，

全国药品流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13994 亿元，扣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长 11.6%，增速同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利润总额为 322 亿元，扣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长 10.9%，增速同比上升 0.3 个百分

点；平均毛利率 7.0%，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平均费用率 5.2%，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平均

利润率 1.8%，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净利润率 1.5%，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2012 年—2016

年中国医药商业效益水平（数据来源：中国医药商业统计年报）2012 年至 2016 年中国药品终端

市场销售额复合增长率为 11.9%，其增速呈现逐年持续下滑的态势。2016 年中国药品终端市场总

销售额为 14975 亿元，，同比增长率为 8.3%，同比下降了 2.7 个百分点。2012 年—2016 年中国药



品终端市场销售额及增幅（数据来源：CFDA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米内网） 

  3、行业周期性 

医药产品作为刚性需求，主要受人口增长、居民健康保健意识增强、医保体系完善及国家

医疗政策改革等因素影响，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4、报告期内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718.2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58 %，其中医药工业实

现销售收入 55,896.5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97%，原因主要为公司持续加大市场投入，产品

销量增长所致；医药商业实现销售收入 16,174.6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89%；金花国际大酒

店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17.4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1%，基本持平。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46.2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5.84%；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372.1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50%，主

要为主营业务销售增长带来利润增长以及常州华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业绩补偿收益

所致。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419,114,899.93 1,443,952,623.62 -1.72 1,258,091,728.66 

营业收入 757,182,461.12 666,645,492.79 13.58 730,144,53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3,462,801.12 27,299,103.90 95.84 25,384,13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3,721,168.40 24,525,260.29 37.50 19,127,76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116,758,228.46 1,072,454,303.50 4.13 1,045,155,19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2,865,568.51 41,676,486.75 2.85 30,330,523.2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751 0.0894 95.86 0.083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751 0.0894 95.86 0.08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88 2.58 增加2.30

个百分点 

2.4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70,083,200.42 190,740,702.15 188,452,838.88 207,905,71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918,565.69 7,985,909.29 14,941,287.91 24,617,03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131,574.91 8,444,665.25 15,025,154.53 4,119,773.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44,508.66 5,891,567.44 35,798,123.13 -568,630.7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分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波动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并  

一、营业收入 17,008.32 19,074.07 18,845.28 20,790.57 75,718.25 

二、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591.86 798.59 1,494.13 2,461.70 5,346.28 

三、归属母公司非经常性损益 -21.30 -45.88 -8.39 2,049.73 1,974.16 

四、扣非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613.16 844.47 1,502.52 411.98 3,372.12 

五、经常性损益波动调整因素 
 

（1）资产减值损失 21.48 221.11 -114.30 822.07 950.35 

（2）权益法投资收益 244.26 219.49 387.03 314.79 1,165.58 

（3）小计=(2)-(1) 222.78 -1.61 501.33 -507.28 215.23 

六、调整后经营性税后利润 390.37 846.08 1,001.18 919.25 3,156.89 

调整后经营性税后利润率 2.30% 4.44% 5.31% 4.42% 4.17% 

 

1.报告期内分季度营业收入波动相对不大，除因一季度受春节放假影响营业收入较低，其他各

季度基本较为稳定； 

2.报告期内分季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波动较大，主要影响因素包括： 

（1）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四季度新增业绩补偿收益和往来核销事项导致当季非经常性损益较高； 

  （2）经常性损益中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公司二季度应收账款回款较慢，相应计提坏账准备较多；

三季度应收账款加速回笼，冲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四季度公司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对长期股权

投资项目和研发项目计提减值准备； 

  （3）经常性损益中权益法投资收益项目：受联营企业季度波动影响，三季度投资收益较高； 

   3.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和经营性损益中波动调整因素后经营性税后利润与营业收入趋势基本一

致，公司整体一季度略低、三季度略高，具体原因如下： 

  （1）酒店经营具有季节性，一季度为淡季，亏损金额较高； 

  （2）医药板块三季度高毛利产品销售占比高，经营税后利润略高。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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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2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01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48,000,000 15.72   质押 48,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世纪金花股份有限

公司 

 30,000,000 9.83  质押 30,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付小东  8,427,771 2.76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海衍金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衍金共

生 1号基金 

 6,050,000 1.98  无 0 未知 

赵海祥  3,365,000 1.1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深圳市前海天阳金

融服务股份公司－

天阳新价值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260,367 1.07  无 0 未知 

宁国昌  2,880,619 0.94  质押 2,880,619 境内自

然人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华鑫信

托·华昇 87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579,263 0.84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王令北  1,972,984 0.65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刘伟  1,900,019 0.62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世纪金花股份有限公司受同一实

际控制人控制，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持续深化主导产品学术营销推广模式，以合规转

型巩固制药主业运营基础。加快推进公司新品研发和核心产品的后续研发工作，以技术创新寻求

突破。启动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强化升级管理。全力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巩固公司发展基

础， 

1）产品营销 

在主导产品营销方面，以“市场转制”和“学术营销”作为市场推广重点，持续深化和升级

主导产品学术营销推广模式，以循证医学临床实验为基础，主导产品金天格胶囊先后入选《骨质

疏松性骨折诊疗指南》、《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和全国高等教育“十三五”创新教材《中

药调剂学》，进一步提升了金天格胶囊在骨科临床领域的学术地位。公司持续加强营销团队建设，

延伸扩展营销体系组织架构功能，加大市场考核力度，并结合对区域市场调研的情况，进行市场

整合，强化市场管控能力，在全国范围全面开展 “顺势而变逆风飞扬”等宣讲活动，通过“骨动

中国、合规转型”等专业学术推广培训项目，进一步提升公司与产品的市场品牌，全方位促进新

药市场深度开发。 

在普药营销方面，随着市场不断发展变化，同类新品不断出现，公司普药品种面临市场竞争

压力加大，公司加快调整销售模式。在本地市场，结合商业客户经营规模、覆盖能力、终端类型

进行持续优化调整，逐步向区域影响力大、终端覆盖能力强、经营运作规范的商业渠道转移，强

化对终端环节的联系与影响力。在全国招商市场，通过加强建设基层终端推广队伍，引导商业渠

道优化归拢，参与商业企业组织的终端会议、促销活动、业务联盟等形式，实现与终端资源的有

效联通，使销售资源投放目的性更强，实现终端覆盖。 

2）生产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巩固生产平台，加强协作保障，全面完成年度各项生产任务。通过引导

全员规范生产和质量为先工作意识，强化现场管理工作，从现场质量监控报告中问题的整改、处

理、纠正和培训落实着手，制定完善各项管理制度，通过开展 GMP 规范、工艺规程、岗位 SOP、

设备 SOP 等文件的培训，实施“一人多能，一岗多人”的培养计划，树立一岗多能意识，重视与

质量、技术部门的协作配合，提升产品质量和现场管理水平。继续加强成本控制，提升生产管理，

大力推进合理化建议，深入挖掘各个环节潜能，扎实建立全员的成本控制意识，促进企业健康化

发展。 



3）产品研发： 

在研发方面，公司持续加强自身研发队伍的建设，加大和外部研发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借助

外部研发机构的研发技术和力量，积极推进研发项目，结合公司实际，围绕已上市核心产品的进

一步开发和扩展研究及核心品种的系列产品的开发研究。 

4）内部管理 

报告期内，为适应业务的发展需求，公司完成内部信息化系统的优化升级，企业内部信息管

理系统的功能进一步增强，提升了信息化运行能力。2017年度，公司将争创西安市质量管理奖作

为深入学习、全面梳理、全面整合的系统化、全员化的公司管理提升重点工作，2018年 1月，公

司获得“西安市质量管理奖”荣誉，以此为契机，以卓越绩效模式促进公司管理系统性升级和优

化，全方位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公司 QC活动经过连续多年的倡导和实施，已经形成了“员工自

发、公司引导、公开考评、分级激励”的良性循环，并为企业经营发展和管理创新带来了全新的

活力。公司鼓励管理人员开展广泛的交流学习，拓展视野空间，从行业角度、区域角度进行思考

和提升，为公司管理工作上台阶创造条件。公司注重优化绩效考核管理机制，加强人才的引进和

培养力度，强化具有公司特色的企业文化塑造，增强员工凝聚力，提升团队向心力。 

5）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于本报告出具日前完成全部发行工作。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施完成，将增加公司自有资金、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扩大现有的业务规模，

提高公司经营的灵活性，促进骨科产业链的整合，为公司发展奠定基础，实现公司的战略规划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718.2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58 %，其中医药工业实

现销售收入 55,896.5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97%；主要原因为公司持续加大市场投入，产品

销量增长所致；医药商业实现销售收入 16,174.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89%。金花国际大酒

店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17.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1%，基本持平。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46.2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5.84%；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372.1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50%，

主要为主营业务销售增长带来利润增长以及常州华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业绩补偿收

益所致。 

 



 

1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 非

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

对于执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的通知》(财会[2017]15号，以下简称“新政府补助准则”)。根据新政府补助准则要求，与企业

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的成本费用；与企业

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入，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

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3）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上述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上述会计准则的执行，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数据不构成重大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1）执行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规定，本公司

采用未来适用法对 2017年 5月 28日之后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进行分类、计量和列报。 

本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 

2）执行最新修订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本公司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执行新政府补助准则，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12日期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按照新准则调整。 



本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 

3）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除上述提及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报表项目的影响外，在“营业利润”

之上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

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为持有待售的固

定资产、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

流动资产。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资产处置收

益”-34,392.76元，减少“营业外支出”34,392.76 元；对 2017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损益项目的

影响为增加“资产处置收益”-34,392.76元，减少“营业外支出”34,392.76 元。 

 

4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纳入合并报表主体包括：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花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陕西

金花化玻医药有限公司。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一坚 

2018年 4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