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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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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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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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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011,054,79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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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日药业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02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蓝武军

商晓梅

办公地址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泉发路西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泉发路西

传真

022-59623290

022-59623290

电话

022-59623217

022-59623217

电子信箱

lanwujun@chasesun.cn

shangxm_420@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以“中华医药的传承者，健康产业的领先者”为愿景，通过多种融资手段，实现多维度跨越式发展。现已形成横跨现
代中药、化学合成药、生物技术药、药用辅料和原料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诸多领域，集投融资、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高科技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公司获得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2016中国医药制造业百强企业、中
国医药上市公司竞争力20强、2017年度全国“质量标杆”、天津市质量奖、中国医药工业60强等诸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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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方颗粒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康仁堂主要产品为中药配方颗粒，其“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以传统汤剂为标准，用单味饮片科
学制备配方颗粒，在行业内真正的实践了“全成分®”的理论，臻于追求中药配方颗粒和传统汤药的等效性。北京康仁堂“全成
分®”配方颗粒是传承汤药的新剂型，能够保证中医用药更稳定，更有效。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康仁堂依托北京康仁堂“全成分®”理念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专业从事中药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生产。
公司控股孙公司红日药都是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公司与安国药都集团联合投资建设的中药配方颗粒生产
项目，积极拓展河北省的中药配方颗粒市场份额。
公司控股孙公司湖北辰美是在配方颗粒拓展战略的背景下，联合投资建设的中药配方颗粒生产项目，旨在依托北京康仁
堂的生产工艺体系和质量标准，把握中药配方颗粒政策即将放开的契机，快速推动湖北省中药配方颗粒产业的发展，尽快占
领更大的中药配方颗粒市场份额。湖北辰美地处中药材道地产区，拥有中药材种植和中药饮片生产产能，具有湖北市场中药
饮片销售领域的独特优势。
（2）成品药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血必净注射液、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及低分子量肝素钙注射液等药品。其中，血必净注射液是目前国
内唯一经SFDA批准的治疗脓毒症和多脏器功能失常综合征的国家二类新药；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为国家二类新药，主要适
应症为改善和预防蛛网膜下腔出血术后的脑血管痉挛及引起的脑缺血症状；低分子量肝素钙注射液主要用于治疗深部静脉血
栓，预防血液透析时体外循环中血凝块形成和与手术有关的血栓形成。
（3）医疗服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康圣为公司医疗健康投资及管理平台，专门从事中医医疗健康服务领域的投资与管理。目前下设实
体连锁中医馆“医珍堂”，线上健康管理公司“红康云”，以及中医生集团（红日上医）。东方康圣合理构建三家公司的业务关
系，通过线上线下整合客户资源和市场资源，以“医珍堂”诊所为线下落脚点，特别聘请国内首席专家团队作为技术支持方，
以品质中医为基础，悉心打造“医珍堂”医疗品牌，通过旗下“医珍堂”中医医疗管理机构全面进入中医医疗领域。中医生集团
通过入股医珍堂，实现中医和中药并行发展，发展中医健康产业。医珍堂开创线下和线上相结合开展诊前咨询、诊中管理、
诊后康复的全疗程中医诊疗管理模式，依托中医生集团的医生资源，一方面在线下逐步设立“医珍堂”中医门诊全国连锁，另
一方面由红康云在线上构建并运营“上医仁家”健康管理服务平台，打造全新创新渠道，构建核心竞争力，已经形成线上线下
医疗健康服务与中医行业稀缺资源整合管理的业务链条与服务平台。
公司控股孙公司广州医珍堂于2017年6月成立，其在北京医珍堂探索运营的基础上借助广东及辐射地区的中医生专家团
队应运而生，与北京医珍堂共为南北旗舰店，在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领域遥相呼应。
（4）原辅料
公司全资子公司展望药业主要生产药用辅料、原料药产品，下游客户为医药制造企业。展望药业主要产品为羟丙甲纤维
素、羟丙纤维素及微晶纤维素等药用辅料及原料药，部分产品通过了美国FDA认证和欧洲COS认证。
公司控股子公司亿诺瑞是一家专注于肝素钠、低分子肝素系列原料药研发生产的生物制药企业，是国内肝素行业唯一拥
有从猪小肠加工、粘膜肝素到原料药完整产业链的企业，也是实现分级低分子肝素原料药系列品种产业化的企业。2017年，
亿诺瑞先后通过俄罗斯GMP认证、德国GMP认证和美国FDA认证。
公司控股孙公司万泰辅料是一家专业药用辅料生产、销售企业，同时是国内聚丙烯酸树脂产品生产、供应商。产品主要
有新型水分散体包衣材料、胃溶（肠溶）型药用薄膜包衣材料、缓控释制剂包衣及骨架材料等。
（5）医疗器械
公司全资子公司超思电子主要产品以医疗健康电子产品为主，医用产品为重要补充，包括脉搏血氧仪、监护仪、心电检
测仪、呼吸训练器及多种与移动互联网相结合的远程多参数新型医疗健康电子产品。已完成质量体系的“医疗器械单一审核
程序”（MDSAP）认证，代表了世界上四个国家政府部门（加拿大HC、美国FDA、巴西ANVISA、日本MHLW和PMDA）
对超思电子医疗器械产品监管品质的认可。
公司控股子公司汶河医疗器械主要产品为吸氧湿化给药器系列、无菌配药器等医疗器械产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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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3,374,018,962.25

3,867,017,307.42

-12.75%

3,348,250,74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0,729,739.28

658,532,190.54

-31.56%

534,903,48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2,578,714.55

618,927,681.97

-34.96%

502,558,30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2,379,978.21

448,078,567.25

65.68%

120,997,9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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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2

-31.82%

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2

-31.82%

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8%

11.84%

-4.46%

20.3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7,428,215,418.85

7,281,311,089.45

2.02%

6,472,574,26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51,512,761.42

5,929,499,380.62

7.12%

5,269,277,914.6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32,944,389.26

710,525,952.37

945,313,138.03

985,235,48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549,458.48

149,854,245.24

168,510,085.79

-184,05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807,981.55

148,632,342.27

164,256,489.10

-36,118,098.37

90,383,821.16

204,118,768.87

222,051,415.81

225,825,97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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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67,457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65,922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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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大通投资 境内非国有
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

21.19%

638,142,495

0 质押

592,022,500

姚小青

境内自然人

18.23%

548,818,632

411,613,974 质押

262,000,000

曾国壮

境内自然人

2.04%

61,411,887

46,058,913

吴玢

境内自然人

2.00%

60,200,000

0

湖州食品化工 境内非国有
联合有限公司 法人

1.97%

59,327,525

中信证券股份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1.71%

51,543,129

0

姚晨

境内自然人

1.57%

47,368,896

47,368,896

伍光宁

境内自然人

1.33%

40,007,316

30,005,487

刘树海

境内自然人

0.92%

27,793,910

3,174,921

孙长海

境内自然人

0.90%

27,011,704

15,651,010 质押

24,008,778 质押

57,720,000

2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动的说明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占通先生与曾国壮先生、刘强先生、伍光宁先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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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2 月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已到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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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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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2017年，是公司上下秉承奋斗立司的传统，夯实基础、开拓未来的关键年。公司勇于直面宏观经济、行业政策、终端市
场的种种变化，变革经营模式，消除经营风险，夯实经营基础，积极布局产业链。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稳健的经营态势，各业务线围绕“开源节流、拓展市场、协同增效、模式创新”的经营方针积极
开展，各项经营计划基本达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7,401.90万元，同比下降12.75%；实现营业利润52,526.54万元，同比下
降28.36%；实现利润总额57,537.81万元，同比下降26.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072.97万元，同比下降31.56%。
成品药业务以夯实安全经营基础和通过循证凸显产品价值为工作核心。为适应行业政策的多重影响，公司加大了药品销
售渠道管控力度，收紧信用政策，大幅度降低了渠道风险，产品到效期管理进入良性循环，为未来以循证学术为引导的健康
高效发展打下了基础；血必净注射液CHESS研究已经结题，完成了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为治疗脓毒症疗
效提供进一步的临床证据；循证工作继续取得进展，为证明产品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积累了充分证据，并不断强化学
术营销能力；第14届脓毒症高峰论坛顺利召开，会上血必净注射液治疗脓毒症疗效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正式启动；在临床安全
方面，血必净注射液安全性再评价工作持续有序推进。
配方颗粒业务在行业放开所带来的竞争与机遇并存的大背景下，进行了深度调整和布局。一系列举措为配方颗粒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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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发展提供源源动力，有效增强了公司的竞争力。第一，打造线上调理模式，充分发挥医生价值；第二，建立区域独立核
算模式，有效提高了一线经营队伍的效率；第三，配方颗粒新工厂进展顺利，使其具备行业制造信息化标杆水平及投产条件，
形成高效高质产能，为市场放开赢得充分的产能储备；第四，多点产能布局，获得了更多政策资源、药材资源，更加贴近市
场；第五，整合内外部资源和互联网技术，打造智能中医诊疗系统。针对药典委《中药配方颗粒标准技术要求》，公司正积
极参与配方颗粒国家质量标准的撰写与制定，并已完成部分品种。
辅料及原料药业务把握一致性评价等行业契机，以公司战略为引领，在打造高端产品、打造技术营销能力方面取得进展。
展望药业有序开展产能提升及技术改造项目，其生产的原料药“依托咪酯（Etomidate）”取得CEP证书（欧洲药典适用性证书）；
亿诺瑞连续通过俄罗斯、德国及美国等三国的GMP认证，为公司开拓国际市场打开了准入通道，对出口业务拓展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万泰辅料新的生产车间扩建项目进展顺利，为今后扩大生产规模奠定基础。
医疗器械业务在保持海外销售稳定的情况下，正积极开拓国内分级医疗、远程诊疗市场。超思电子持续优化产品结构，
开拓国内基层医疗智能化产品新项目，扩充可销售产品品类；完成质量体系的MDSAP认证（医疗器械单一审核程序），此
认证说明了加拿大、美国、巴西、日本等四国对超思电子医疗器械产品监管品质的认可。汶河医疗器械在保证原有产品稳步
增长的同时，积极拓展新业务，同时谋求与研发单位的合作进行新产品开发。
医疗服务业务重点布局“全疗程”中医健康服务模式与立体化中医生价值转换平台。通过构建南北互通的实体中医馆——
北京医珍堂/广州医珍堂，线上医疗健康管理平台——上医仁家，以及中医生集团，实现了线上线下渠道打通，整合和医生、
患者、公司各方优质资源，实现了医疗效率的提升。目前，北京医珍堂在经营模式、管理体系方面积累了一定人才、经验，
2017年开始公司已经通过多种形式推进医珍堂连锁诊所的复制工作。6月，广州医珍堂成立，与北京医珍堂共为南北旗舰店，
在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领域遥相呼应。
2017年，公司获得了中国医药制造业百强公司、国家重点高新技术公司、国家公司技术中心、天津市质量奖、中国医药
工业60强等资质、荣誉30余项。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血必净注射液
中药配方颗粒

营业收入
684,319,434.46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624,596,851.65

91.27%

-39.13%

-40.00%

-1.33%

1,752,836,771.92 1,436,689,207.87

81.96%

-6.62%

-3.38%

2.7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本期发生额450,729,739.28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1.56%，主要是本期对子公司超思电
子的商誉计提减值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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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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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2017年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两项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详见第十一节、五、
29、（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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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本年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4户孙公司，减少1户子公司和1户孙公司。本年通过子公司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增加孙公司2户，通过新设方式增加孙公司2户。2016年注销1户子公司和1户孙公司。详见第十一节、八、“合并范围的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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