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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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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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森制药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412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厚尧

杨湘

办公地址

益阳市银城南路

益阳市银城南路

电话

0737-6351486

0737-6351486

电子信箱

office@hansenzy.com

yxryeo@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中成药生产企业，主营业务为传统中成
药制剂、化学药、医用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正在逐步涉足大健康产业、医疗保健等领域。
（二）公司主要产品
1．中成药
四磨汤口服液，主要功能为顺气降逆，消积止痛；婴幼儿乳食内滞症、厌食纳差、腹胀、腹痛、腹泻
或便秘；中老年气滞、食积症、脘腹胀满、腹痛、便秘；腹部手术后促进肠胃功能的恢复；在治疗或配合
治疗黄疸及高胆红素血症、病毒性肠炎、便秘型肠易激综合症、中毒性肠麻痹等方面也有较好疗效。
缩泉胶囊，主要功能为补肾缩尿。用于肾虚之小便频数，夜卧遗尿。
银杏叶胶囊，主要功能为活血化瘀，通脉舒络。用于血瘀症引起的胸痹、中风，症见胸闷、心悸、舌
强语蹇、半身不遂等。
天麻醒脑胶囊，主要功能为滋补肝肾，通络止痛。用于肝肾不足所致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失眠，
反应迟钝，耳鸣，腰酸。
愈伤灵胶囊，主要功能为活血散瘀，消肿止痛。用于跌打挫伤，筋骨瘀血肿痛，亦可用于骨折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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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百贝益肺胶囊，主要功能为滋阴润肺，止咳化痰。用于治疗肺阴不足咳嗽，慢性支气管炎咳嗽。
苦参胶囊，主要功能为清热燥湿，杀虫。用于湿热蕴蓄下焦所致的痢疾，肠炎，热淋及阴肿阴痒，湿
疹，湿疮等。
藿香正气水，主要功能为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用于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或夏伤暑湿所致的感冒，症
见头痛昏重、胸膈痞闷、脘腹胀痛、呕吐泄泻；胃肠型感冒见上述证候者。
陈香露白露片，主要功能为健胃和中，理气止痛。用于胃溃疡，糜烂性胃炎，胃酸过多，急性、慢性
胃炎，肠胃神经官能症和十二指肠炎等。
消癌平胶囊，主要功能为抗癌，消炎，平喘。用于食道癌、胃癌、肺癌，对大肠癌、宫颈癌、白血病
等多种恶性肿瘤，亦有一定疗效，亦可配合放疗、化疗及手术后治疗。并用于治疗慢性气管炎和支气管哮
喘。
2．化学药
复方氨酚烷胺片适用于缓解普通感冒及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四肢酸痛、打喷嚏、流鼻涕、
鼻塞、咽痛等症状。
丙硫氧嘧啶片用于各种类型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卡托普利片用于高血压及心力衰竭。
碳酸氢钠片用于缓解胃酸过多引起的胃痛、胃灼热感（烧心）、反酸。
贝诺酯片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也用于缓解轻至中度疼痛如头痛、关节痛、偏头痛、
牙痛、肌肉痛、神经痛、痛经。
吡拉西坦片适用于急、慢性脑血管病、脑外伤、各种中毒性脑病等多种原因所致的记忆减退及轻、中
度脑功能障碍。也可用于儿童智能发育迟缓。
西咪替丁片用于缓解胃酸过多引起的胃痛、胃灼热感（烧心）、反酸。
3．医用制剂
碘海醇注射液是X线造影剂。可用于心血管造影、动脉造影、尿路造影、静脉造影、CT增强检查、颈、
胸和腰段椎管造影、经椎管蛛网膜下腔注射后CT脑池造影、关节腔造影、经内窥镜胰胆管造影(ERCP)、
疝或瘘道造影、子宫输卵管造影、涎腺造影、经皮肝胆管造影(PTC)、窦道造影、胃肠道造影和“T”型管造
影等。
泛影葡胺注射液用于静脉和逆行性尿路造影；脑、胸、腹及四肢血管造影，静脉造影及CT；还可用于
关节腔造影，瘘管造影，子宫输卵管造影，内窥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ERCP)，涎管造影及其他检查。
（三）行业发展阶段及周期性
2017年是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全面推进的第二年，医药行业监管力度不断加大，政策发布趋于密集，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推进，
医药行业处于政策的调整期和市场动荡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医疗卫生意识逐步增强，医药市场的整体容量也将越来越大。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并作出了一系列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颁布和
实施，国务院医改办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8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
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等政策的持续推进，国家医保目录（2017 年版）的重磅发布，这些将使中医药及健康产业稳步扩增，
得到更大的发展机遇。同时医保控费、药品招标的力度加大，医药行业正加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
级，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行业面临新的挑战。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需求是一种刚性需求。而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
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人民健康观念的转变、消费的不断升级、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带来的长期利好没有改变，我国中医药行业的发展仍呈现较强的抗经济周期特
征，没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报告期公司一方面苦练内功，夯实企业基础，稳打稳扎，进行包括产品工艺、
质量、标准在内的全方位提升，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管理团队的建设，提高营销队伍的能力，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更加规范合理，成本控制工作有效推进，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企业盈利能力提升明显，
始终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公司也始终在寻求创新突破，无论内部的产品结构、营销管理，还
是外部的资本并购、市场开拓、产业布局等，都在不断完善与升级，寻求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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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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829,937,833.67

798,466,937.53

3.94%

781,127,86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806,776.42

84,939,164.84

28.10%

98,077,41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016,574.11

79,668,289.33

33.07%

94,555,088.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841,942.52

172,016,234.82

-31.49%

70,135,820.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76

0.2870

28.08%

0.33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76

0.2870

28.08%

0.33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8%

6.74%

2.04%

8.39%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700,409,524.23

1,674,388,729.53

1.55%

1,380,316,38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9,231,337.67

1,258,424,561.25

-3.11%

1,217,607,952.43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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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37,113.99

394,055,854.51

201,558,218.89

35,686,64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536,060.34

53,291,227.56

12,971,831.32

13,007,65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926,152.12

48,404,976.48

11,788,304.30

16,897,14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96,361.17

58,293,084.64

20,814,229.44

53,030,989.61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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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4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2,847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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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汉森股权
境内非国有
投资管理有限
法人
合伙企业

42.13%

124,709,523

上海复星医药 境内非国有

5.32%

15,752,806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0 质押

数量
101,804,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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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有限 法人
公司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聚
其他
宝盆 29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4.99%

14,777,700

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盛
其他
锦 57 号集合资
金信托

4.84%

14,331,000

0

光大兴陇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胜券 15
其他
号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25%

6,653,027

0

中信建投证券
国有法人
股份有限公司

2.16%

6,408,035

0

王远燕

境内自然人

1.46%

4,312,000

0

刘正清

境内自然人

1.42%

4,200,00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华昇 64 其他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21%

3,592,000

刘厚尧

1.15%

3,400,000

境内自然人

4,200,000 质押

4,200,000

0

2,550,000 质押

2,550,000

1.前 10 名股东中，新疆汉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持有本公司 42.13%的股份，为本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控股股东。2.刘正清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刘厚尧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
动的说明
会秘书。3.其他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公司股东王远燕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00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说明（如有）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311,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4,312,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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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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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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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7年，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医药行业进入政策密集期，相关政策法规的逐步落实，
创新药优先评审、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两票制、药品零加成、医保控费等政策深入推进，医药
产业从研发、生产、销售、流通及消费各环节均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时《中医药法》的正式实施，明确中
医药事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方针，加大了对中医药事业的扶持力度，将有利于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进一步
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为积极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公司董事会审时度势，采取
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有力地保证企业稳健经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2,993.7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0,880.68万元，较上年同期上涨28.10%，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管理、运行质量继续得到提升。
在市场推广方面，公司强化市场建设，继续加大主导产品和有市场潜力产品的市场开发推广力度。在
市场开发中实行品牌推广与学术推广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部的前置功能，加大市场广告的投放力度，聚
焦重点市场，推动公司产品销售；做好市场准入工作，积极开拓基层市场，抢占市场份额。报告期内，公
司全资子公司云南永孜堂的天麻醒脑胶囊顺利进入了2017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
在营销体系方面，持续加强营销体系的改革和创新。认真解读现行医药法规和政策，积极主动把握机
遇，创造性地对营销模式和业务体系进行革命，形成营销中心“3+3”架构模式和“三驾马车”的营销模式，通
过改革，有效推广公司新产品，也有助于公司逐步降低销售费用率。严格执行营销方案，无缝对接办事处，
强化管理与服务，全面提升营销部后置功能。加强对营销人员的培训，提高销售团队的综合素质，建立专
业的销售推广团队，充分发挥资源共享、协同增效的优势。
在科研成果方面，公司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多个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四磨汤口服液新质量标准颁布
件获批，进一步提升产品质控水平；卡托普利片一致性评价已启动正式BE试验；碳酸氢钠片一致性评价已
完成处方和工艺确认，正在进行稳定性考察；雷尼替丁胶囊一致性评价已完成中试生产，正在进行稳定性
考察；卡马西平片已完成中试生产，正在进行稳定性考察。新获批湖南省工业转型升级专项创新发展项目
1项，公司承担的工信部中药材扶持项目枳壳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进展顺利，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专
项课题已通过卫计委专项验收，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已递交验收材料，湖南省重大专项项目通过年
度检查。公司将积极争取药材基地建设、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建设等产业扶持政策的支持，为企业发展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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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在生产管理方面，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安排生产调度；加强对生产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保证产品质量；加强安全生产和环保基础管理工作，对生产设备进行了定期检测和定期校验，保证公司消
防系统的稳定有效可靠运行；完善公司排水管网管理，顺利通过环保部门组织的多次环保检查和验收；加
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及考核，保证产品生产和质量的可控性与稳定性，生产运行平稳有序。
在内控管理方面，公司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和修订完善工作，恪守依法制药、依法治企的原则，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公司运作，加强成本管控，强化风险防控，提升内控管理水平。公司管理层分工落
实对各子公司的管理责任，加强公司及子公司质量、安全督导巡查，同时加强对各子公司的内审工作。完
善内部的绩效考核制度，实行了月度绩效考核，通过对员工进行量化考核，规范基础考核指标，加强考核
计划与过程的控制，强化奖优罚劣的机制，促进了公司各项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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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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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磨汤口服液

457,301,249.40

349,894,120.57

76.51%

13.70%

13.20%

-0.34%

银杏叶胶囊

103,884,337.31

89,059,183.88

85.73%

-8.25%

-9.15%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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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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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财政部2017年5月发布的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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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公司与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
益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计入其他收益，不再
计入营业外收入。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比较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财务
报表所有者权益、净利润无影响。
2．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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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企业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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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进行了规范，并规定企业对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由于上述通知及会计准则的颁布，公司须对有关
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该项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7]30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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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
的财务报表。由于上述通知及会计准则的颁布，公司须对有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该项变更仅对公司
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2017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没有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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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令安
2018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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