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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566                                                  公司简称：济川药业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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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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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6年

年末总股本 809,623,99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7.30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股利 591,025,519.27元（含税）。该预案尚需提交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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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川药业 600566 洪城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宏亮 李瑛 

办公地址 江苏省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500号B栋19层 

电话 0523-89719161 0523-89719161 

电子信箱 whl@jumpcan.com liying@jumpcan.com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药品产品线主要围绕儿科、呼吸、消化等领域，主要产品为蒲地蓝消炎口服液、雷贝拉

唑钠肠溶胶囊、小儿豉翘清热颗粒等。其中，蒲地蓝消炎口服液为独家剂型，临床上主要用于腮

腺炎、咽炎、扁桃体炎、疖肿等；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是新一代质子泵抑制剂，主治十二指肠溃

疡、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小儿豉翘清热颗粒为独家品种，主治小儿风热感冒。 

除药品业务外，公司子公司蒲地蓝日化主要从事蒲地蓝牙膏等日化产品业务，康煦源主要从

事保健品业务。 

（二）公司经营模式 

1、医药工业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采购、生产、销售模式如下： 

（1）采购模式 

公司物供部每月根据生产部提供的物料需求计划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并据此制定采购资金

安排计划，由财务部门汇总后报批执行。对于中药材根据品种、产地、季节情况采用按月、双月

或季度的周期性采购方式，而一般原材料严格按采购计划及时定量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制订生产计划，基本流程为：每月召开产、供、销协调会，先由销售

部门根据销售走势预测编制下月的销售计划，再由生产、采购部门结合产品库存情况确定下月的

生产计划。各生产车间依据月度生产计划制定生产作业计划，并据此安排生产。 

公司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生产部负责具体产品的生产过程管理，质管

部则对各项关键质量控制点进行监督，保证产品质量。 

（3）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以专业化学术推广为主、渠道分销为辅的销售模式。 

在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下，公司主要通过学术推广部门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营销办事机构组

织学术推广会议或学术研讨会，介绍产品的特点以及最新基础理论和临床疗效研究成果，通过宣

传使专业人员和客户对产品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公司参与各省药品招标，中标后由医疗机构直

接或通过医药商业企业向公司采购产品。公司派出的营销人员以其具有的专业产品知识和推广经

验，在各地区开展营销活动，同时反馈药品在临床使用过程中的不良反应等信息。在专业化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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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模式下，为加强对终端市场资源的信息沟通和控制力度，相关营销人员均由公司聘用，各项

推广活动均在公司的统一指导和规划下进行。 

除主要采用专业化的学术推广模式外，公司还部分采用了渠道分销的销售模式。在该模式下，

医药商业公司向公司进行采购，再将产品销售至医疗机构或药店。 

2、医药商业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济源医药为平台，从事药品的配送、批发和零售，销售本公司及其他企业

的医药产品。报告期内医药商业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3.53%。 

（三）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我国医药行业在经历早期快速发展之后，已开始进入整体增速放缓的新常态。近年来，国家

在医药研发、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出台了系列政策，“医保、医药、医疗”三医联动的医改正进

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行业变革和分化加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8,062.9亿元，同比增长 9.7%，较 2015年提升 0.6个百分点；实现利

润总额 3002.9 亿元，同比增长 13.6%，较 2015 年提升 1 个百分点，医药行业收入和利润增速均

有所提高。 

医药行业需求刚性特征突出，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四）公司市场地位及业绩驱动因素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 201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榜单，公司排名第 43 位。 

公司主要产品蒲地蓝消炎口服液、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以及小儿豉翘清热颗粒在细分领域市

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根据 CFDA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临床用药监测报告，蒲地蓝消炎通用名

产品在 2015年全国公立医院清热解毒中成药市场占有率为 7.45%，排名第四，而公司独家剂型蒲

地蓝消炎口服液在蒲地蓝消炎通用名产品中市场占有率为 92.46%，排名第一；雷贝拉唑钠肠溶胶

囊在 2015 年全国公立医院雷贝拉唑市场占有率为 32.06%，排名第一；小儿豉翘清热颗粒在全国

公立医院 2015年儿科感冒用中成药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34.78%，位列首位。 

公司报告期内继续实施大品种战略，除蒲地蓝消炎口服液、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小儿豉翘

清热颗粒等产品的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外，东科制药的妇炎舒胶囊、甘海胃康胶囊、黄龙咳喘胶囊

等产品亦实现了快速发展，产业整合初显成效，同时公司费用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业绩保持稳步

增长。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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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2014年 

总资产 4,987,611,648.59 3,585,422,094.86 39.11 3,357,715,989.98 

营业收入 4,677,891,561.32 3,767,836,374.31 24.15 2,986,412,15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34,182,942.51 686,571,187.72 36.06 519,392,59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01,943,360.60 640,502,113.50 40.82 478,205,85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657,337,648.36 2,667,983,856.07 37.08 2,293,994,548.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13,095,389.87 645,475,175.61 41.46 616,112,024.2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17 0.88 32.95 0.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17 0.88 32.95 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9.95 28.57 

增加1.38

个百分点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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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619,952.00 1,197,187,700.37 1,152,668,327.89 1,171,415,582.8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9,124,157.72 231,306,980.54 235,742,532.27 258,009,271.98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91,497,889.48 227,515,882.70 226,603,708.94 256,325,879.49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80,833,860.20 181,992,259.44 203,100,611.24 247,168,658.9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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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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0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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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0,000 416,757,360 51.48 0 质押 88,8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西藏济川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12.35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曹龙祥 390,000 46,838,458 5.7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周国娣 0 21,440,299 2.65 0 无   境内自然人 

西藏华金济天投资

有限公司 
0 13,961,698 1.72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西藏恒川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0 12,216,486 1.51 0 无   其他 

荆州市古城国有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2,214,934 11,421,066 1.41 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六组合 
1,361,067 7,337,723 0.91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

三组合 
6,015,789 6,015,789 0.74 6,015,789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七组合 
5,889,295 5,889,295 0.73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济川控股、西藏创投、曹龙祥、周国娣、恒川投资为一

致行动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

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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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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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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66,902.70 万元，其中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450,852.67万元，医药商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16,050.03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93,418.29万元，同比增长 36.06%。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工业主要产品蒲地蓝消炎口服液、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小儿豉翘清热

颗粒等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增长得到有效控制。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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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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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16 年发布财会（2016）22 号文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规定：

“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

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

用税、车船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项目”。 

根据财会（2016）22 号文的相关规定，对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至规定施行之间发生的交易由

于规定而影响资产、负债和损益等财务报表列报项目金额的，应按规定调整；对于 2016年 1月 1

日至 4月 30日期间发生的交易，不予追溯调整。公司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影响 

 对上述事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会计师事务所均发表意见。本次会计政策是

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调整，符合《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等有关规定。不影响公司损益，也不涉

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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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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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2017 年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 

税金及附加 

（2）将自 2016年 5月 1日起企业经营活

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

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

“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 5月 1日之

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

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 2016 年金额

10,224,931.40 元，调减管理费用

2016年金额 10,224,931.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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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子公司江苏济康医药包装有限公司，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动。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合并架构 简称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济川有限 

上海济嘉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上海济嘉 

江苏济源医药有限公司 

济川有限的全资子公司 

济源医药 

江苏天济药业有限公司 天济药业 

济川药业集团泰兴市济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济仁中药 

江苏济川康煦源保健品有限公司 康煦源 

泰兴市海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源物业 

济川药业集团江苏银杏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银杏产业研究院 

济川药业集团江苏口腔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 口腔健康研究院 

江苏济康医药包装有限公司 济康包装 

宁波济嘉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济嘉的全资子公司 宁波济嘉 

泰兴市为你想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济源医药的全资子公司 为你想公司 

江苏蒲地蓝日化有限公司 康煦源的全资子公司 蒲地蓝日化 

陕西东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济嘉的子公司 东科制药 

安康中科麦迪森天然药业有限公司 东科制药的全资子公司 安康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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