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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葵花药业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00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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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艳

周广阔

电话

0451-82307136

0451-82307136

传真

0451-82367253

0451-82367253

电子信箱

1538187508@qq.com

3124893@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535,194,062.94

1,512,926,234.28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6,154,153.98

182,008,962.84

-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9,127,550.60

170,280,233.03

-24.17%

21,934,507.17

259,168,608.28

-91.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90

0.6233

-8.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90

0.6233

-8.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7%

7.89%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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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9,149,504.15

3,764,626,907.63

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83,820,459.90

2,449,085,635.98

5.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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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64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葵花集团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
公司
人

41.62%

121,520,000

121,520,000

关彦斌

14.96%

43,671,732

43,671,732

黑龙江金葵投
境内非国有法
资股份有限公
人
司

4.11%

12,000,000

0

张权

1.38%

4,018,649

3,205,504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
添富医疗服务 境内非国有法
灵活配置混合 人
型证券投资基
金

1.31%

3,833,231

0

陈云生

境内自然人

0.92%

2,700,406

0

赵相哲

境内自然人

0.92%

2,680,342

0

中央汇金资产
境内非国有法
管理有限责任
人
公司

0.84%

2,450,200

0

张玉玲

境内自然人

0.62%

1,797,010

0

李杰

境内自然人

0.56%

1,640,824

0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1、关彦斌先生为葵花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控股比例为 51.09%；为黑龙江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17.75%。2、张权、陈云生、赵相哲为葵花
的说明
集团有限公司及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参股股东；张权、赵相哲先生为葵花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3、李杰为葵花集团有限公司参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明（如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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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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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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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医药行业在变革中前行，在规范中发展。对于公司而言，行业规范调整带来的阵痛与行业整体趋势向好，特别
是国家对中医药行业政策支持、妇儿领域医药政策支持、行业调整带来的并购重组际遇等利好信息叠加。总体来研判，仍是
危中有机、机寓于危、机大于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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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3,519.41 万元，同比增长 1.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 16,615.42 万元，
同比减少 8.71%。
在行业变革、规范期，公司取得上述业绩殊为不易，上半年公司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确保业绩的实现。
一是组织变革显现成效，销售放权激发活力。2016 年上半年，公司在营销管理领域继续深化组织变革。组建营销管理
中心，划小销售核算单位、下放经营权，品牌经营模式、普药经营模式、处方经营模式、大健康产品经营模式正式分线操作、
独立运营，靠赋予“独立性、自主性、专业性”，激发了“敢担当、敢负责”的精神，促动各级销售管理者“深入基层、研究问
题、靠前指挥”的良好作风加速形成。在医药行业政策频动、监管频查、增速放缓的整体趋势下，确保销售收入保持正向增
长，亮点纷呈，为公司销售指标达成奠定基础。
在品牌药经营领域，精细化费用管控态度坚定、连锁分类营销创新见成效，团队协作精神巩固深化，“小葵花”儿童药领
军品种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协同小儿肺热咳喘颗粒重新确立增长趋势，公司品牌影响力及行业地位进一步提升。
在普药经营领域，在行业规范的阵痛中沉着应对，规范调整，2016 年上半年，聚焦主品、推动二所开发上量，强化控
销、人员加密细化考核，凝聚逆势飞扬的力量。
在处方药经营领域，推动大区负责制的组织变革落地，工作重心下沉，强化预算管理，注重内部控制，提升学术氛围。
同时市场准入取得较大突破，部分品种增补进入部分省区的妇儿目录。确保 2016 年上半年处方药经营领域销售收入增速较
快。
大健康产品经营领域，公司组建事业部独立运作大健康领域产品，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投入，在
大健康领域深海争雄。
二是安全生产保质保供，风险管控警钟长鸣。本公司是以生产各类中成药为主，以生物制药、化学药为辅，集生产、销
售和研发于一体的医药健康集团公司。已在消化系统用药、儿童用药、呼吸感冒用药、妇科用药、风湿骨病用药、心脑血管
用药六大药品领域布局产品群，并已涉足大健康领域。目前，本公司下属总计十一家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批准文号超 1000
个，在产品种超 300 个，在行业事件频发、飞检力度加大行业高压态势下，在质量管控、安全环保方面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
给企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药品安全，性命攸关。公司始终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精神严控安全生产及药品质量，这不仅
是应对监管的需要，更是对生命的敬畏。2016 年上半年，公司在质量及成本管控方面主要推进以下几项工作：
（1）甄选道地药材、做到源头可追溯。加强与 GAP 企业合作，强化与全国工商联医药商会采购分会会员间的互访交流，
资源共享，降低采购成本。
（2）强化组织管理，建设专业团队。深化组织变革有效落地，根据干部年轻化、专业化，内部晋升原则，推进生产企
业领导班子建设，强化企业中间力量梯队建设。
（3）加强风险管控，安全环保细化。公司协调下属各子公司联动协同，对下属各子公司进行质量、安全、环保方面内
部飞检和互检，督导各子公司严控生产质量，确保安全生产、环保合规，并进行隐患整改的落实跟进。建立并实施药品流通
环节的质量投诉和抽检信息处理规范，按新环保法和安全法修改完善检查评价细则，并对薄弱人员培训，上半年安全无重大
事故，环保无稽查通报。
三是提升财务管理能力，优化财务管控细节。两票制、营改增、药品流通环节整治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合规提升财务管
控能力需要医药企业更智慧、更具全局意识和谋划水平。上半年，公司从财务管理角度出发，在支持服务销售、风险防控等
方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在参与管理模式创新、核算体系建设、盘活存量资金、成本费用管理等方面，做了有益尝试。
四是高度聚焦品种升级，提速资源整合能力。在遴选打造重磅产品，培植黄金大单品方面，公司已形成了共识及谋划思
路，正在加速落地；在现有重点品种的梳理、定位、设计方面在试探性前进；在推动并购重组方面，公司形成了“人人关注
品种，合力参与并购”的良好氛围，公司将在并购重组方面持续发力，聚焦品种升级。上半年，公司在外部资源整合方面主
要进行以下举措：
（1）收购并增资葵花林有限公司（美国）
，作为公司进军海外市场平台；
（2）收购增持公司下属子公司衡水葵花 7.1429%股权，以更有效地发挥整合效力、集团化管理的集约效应。
（3）设立葵花药业集团小葵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筹）
，进军及独立运作儿童健康领域，进一步打造“小葵花”品牌在儿
童健康领域的领先地位。
针对行业的深刻变化，下半年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公司将依托公司品牌优势、品种优势、网络优势、模式优势，坚定
不移地乘时乘势强化主业，精准发力、精耕细作，戒除浮躁，处理好“速度、质量、效益”间的辩证关系，要有质量的速度、
要有速度的质量。对照形势，对标定位，公司将戒除浮躁思维，沉心静气，在聚焦上再专注、要在驭变上再发力、在创新上
再求索、在扎根上再深入，完成既定目标。
（1）聚焦品种升级，落实品种为王。通过内部挖掘及外向并购，强火力、大手笔、倾力打造黄金单品，特别是儿童用
药领域的黄金单品。带动公司品种群的业绩实现整体跨越。下半年，将进入系统战略规划和实质操作试点阶段。
（2）传承工匠精神，严抓质量管控。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隗宝，需要继承、更要传承。公司要传承古药师“工
匠精神”去选真材、用实料，不断地优化工艺处方路线，实打实的建立起内部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严而又严的建立并实施
好责任追究制度。
（3）做好政策研判，强化风险管控。行业政策频动，攸关企业兴衰，公司将进一步学习政策、理解政策、用活政策，
借鉴吸收，取政策的势、借政策的利、受政策的益。当前业态，“风险无处不在，隐患无时不有”，对于潜在风险，公司将细
化落实责任、密切跟踪监控，公司推进及强化舆情信息和危机事件的系统管理。
（4）强化协同服务，提升内控能力。针对“大企业病”，公司将贯彻客户思维、树立服务意识，完善内部协同服务的制
度流程，凝聚阳光文化、践行依法治企；同时在内控领域，进一步提升财务管控能力、苦练人资管理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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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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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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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6年3月25日决定使用自有资金1,000美元，购买自然人冯宇女士持有的Sunflower Forest,INC （葵花林有限公司）
100%股权。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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