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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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62,769,962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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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吉林敖东

股票代码

0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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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宇

张海涛

办公地址

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 2158 号

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 2158 号

传真

0433－6238973

0433－6238973

电话

0433－6238973

0433－6238973

电子信箱

000623@jlaod.com

000623@jlao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主要从事中成药、生物化学药研发、制造和销售，同时积
极拓展保健食品、食品、养殖、种植等领域，逐步发展成为以医药产业为基础，以“产业＋
金融”双轮驱动模式快速发展的控股型集团上市公司。公司资产规模、质量、效益在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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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名列前茅。公司所处行业为弱周期行业，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强化创新驱动的战略布局，
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使得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加强，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不断提高。
吉林敖东连续十余年位列中国制药工业百强和“中国最具价值 500 品牌”，并先后获得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创新型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
全国非公企业“双强百佳”党组织、第十六届、二十一届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
等奖、连续多年被评为 A 级纳税人、AAA 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等诸多荣誉。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注射用核糖核酸 II”、“小牛脾提取物注射液”、“安神补脑液”、
“血府逐瘀口服液”、“养血饮口服液”、“伸筋片”、“小儿柴桂退热口服液”、“羚贝
止咳糖浆”、“心脑舒通胶囊”、“利脑心胶囊”、“脑心舒口服液”、“少腹逐瘀颗粒”、
“愈心痛胶囊”、“肾复康片”、“孕康颗粒”、“参芪王浆养血口服液”、“心脑舒通片”、
“注射用单磷酸阿糖腺苷”、“吉林敖东牌多维矿物质泡腾片”、“赖氨匹林”、“维 D2 乳
酸钙片”、“澳泰乐胶囊”、“鹿胎颗粒”、“敖东®珍锌泡腾片”、“注射用盐酸平阳霉素”
等以质量稳定、疗效明显受到市场一致好评，为公司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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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976,771,644.51

2,736,697,077.39

8.77%

2,334,760,83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3,471,361.46

1,666,491,361.24

11.82%

2,593,589,31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08,064,399.15

1,557,610,982.16

9.66%

2,480,906,545.47

256,485,969.89

333,812,958.37

-23.16%

388,032,364.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0

1.45

10.34%

2.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0

1.45

10.34%

2.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9%

9.43%

0.16%

1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21,854,589,523.85

20,340,503,252.70

7.44%

19,834,016,26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99,720,068.13

18,639,145,493.59

8.91%

17,378,771,619.3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501,196,830.07

724,435,7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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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761,604,036.61

第四季度
989,535,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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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8,375,965.01

492,855,812.08

458,350,663.01

493,888,92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1,551,827.56

461,521,794.26

424,215,719.94

430,775,057.39

11,584,483.10

61,844,713.75

70,731,649.74

112,325,1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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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3,578

91,34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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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66% 309,940,049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58,138,56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2% 50,202,19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0%

其他

2.21% 25,752,666

国有法人

1.50% 17,459,52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7%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12,225,975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11,621,628

延边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国有法人

0.52%

6,079,910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赢 1 号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18L-FH002 深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64,791,409 质押

数量
90,180,000

43,011,100

14,809,117

报告期内，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以上股东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
户持有 43,0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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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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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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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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家多项行业政策和法规的相继出台并实施，对医药行业的投融资及市场供求关
系、医药企业的经营模式、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及产品售价等诸多方面产生较大影响，公司
积极适应行业政策及市场变化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在“人为本、德为先、质为上、
诚致远”敖东精神的引领下，视产品质量为生命，始终坚持严把质量关，深入对资本市场的
探索与开拓，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增长。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185,458.95 万元，比年初增加 151,408.63 万元，增长 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29,972.01 万元，比年初增加 166,057.46 万元，增长
8.91%；资产负债率为 6.03%；实现营业收入 297,677.1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4,007.46
万元，增长 8.77%；实现利润总额 193,303.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9,294.36 万元，增长
11.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347.14 万元，增加 19,698.00 万元，增长
11.82%，其中广发证券 2017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5.95 亿元，对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为 14.49 亿元，同比增长 8.08%。
1、夯实医药产业，启动可转债融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已经逐步进入工业 4.0 时代，智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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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医药制造业作为我国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能化发展是必然趋势。面对现有生产线升级改造、丰富产品组合，增加公司利润增长点、
提升产品质量及生产效率及公司产能利用率已经较高等诸多实际情况，公司在报告期内启动
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工作，利用募集资金建设四个和公司医药主业相关项目，即“吉林敖东
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扩建升级项目二期工程项目”、“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
药饮片（含直接口服饮片）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
生产线建设项目”、“吉林敖东延吉药业科技园建设项目”。可转债项目进展较为顺利，按
照预期计划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目前，发行工作已经如期完成，
扣除承销保荐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 2,446.13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238,853.87 万元已
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全额到账。通过这四个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持续不断地提高产品的
技术水平，形成先进医药技术与产业化之间的重要纽带，有利于提升公司在医药产业的市场
竞争力，为公司未来医药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围绕发展战略，甄选投资新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并结合广发证券股价走势，先后通过资本市场继续增
持广发证券股票，目前公司持有广发证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份 1,252,297,867 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份 37,718,600 股，以上持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16.9269%；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敖东国际（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广发证券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份
25,750,800 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0.3379%，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公司围
绕医药产业链精选上市公司并通过二级市场进行有选择的增持，在医药流通领域的上市公司
选择投资了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第一医药，证券代码：600833）、南京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南京医药，证券代码：600713），公司作为医药生产企业，与公
司的战略协同性，双方有很强的产业互补性，可以通过股权投资推进业务拓展，充分发挥各
自在医药产业方面的优势，达到携手合作、互利共赢的目的。公司与广发证券全资子公司广
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珠海广发信德敖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随后发起设立
珠海广发信德敖东医药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吉林敖东创新产业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正常运作，目前已投项目 17 个，所投项目全部涉及生物制药、医药研发、医药销售、互
联网医疗等领域。
3、提升质量管理，保障安全增效益
敖东视产品质量为生命，始终坚持严把质量关，确保出厂的每一种药、每一粒药都安全、
可靠、放心。公司所属制药子公司先期均通过 2010 版 GMP 认证，近两年陆续进入重新认证阶
段，均已按要求完成重新认证工作，有利于抢占发展先机，赢得战略主动。公司制定了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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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定标准的企业内控标准，严格遵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严格执行质量标准，建立
了完善的质量管控架构，明确各关键岗位人员的质量职责，并制定了质量风险管理制度及产
品质量追溯体系。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 GMP 管理规范，从药品研发阶段、生产阶段、流通
阶段、使用阶段、上市后监测阶段进行风险管理，制定风险管理流程，对药品整个生命周期
进行动态风险管理，全过程监控产品质量，树立了“质量是企业生命”的思想观念。子公司
延边药业、延吉药业、洮南药业先后获得吉林省质量奖、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共有“安神
补脑液”、“血府逐瘀口服液”、“少腹逐瘀颗粒”、“伸筋片”、“小牛脾提取物注射液”、
“心脑舒通胶囊”、“核糖核酸Ⅱ注射液”、“参泽舒肝胶囊”、“养血饮口服液”等 9 个
产品获得“吉林省名牌产品”称号。
4、加大研发投入，增强核心竞争力
在医药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状况下，公司要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须建立和完善研发中
心，大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目前，公司拥有药品批准文号 612 个，保健食品批准文号 19 个，
获国家专利授权 119 项，独家品种 41 个，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品种 251 个，进入省医保目录品
种 394 个。在不断加强自主研发能力的同时，公司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
及吉林省药检所、上海药检所等行业协会学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密切合作，对公司主导
产品及优选产品进行深入研究，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标准。公司主要下属企业均配备了技术支
持部门和研究开发部门，用于重大品种的深度开发和持续改良。
5、深化营销改革，适应医改新形势
目前公司下设吉林敖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吉林敖东林源医药营销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敖东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林正容医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四家专业医药销售子公司，延边药
业于 2015 年成立了安神补脑液事业部，形成了“四司一部”的营销体系。公司主动适应国家
频繁出台的医药政策所带来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营销改革，通过设置完善的销售机构，全面、
全方位地扩大销售市场范围，加大学术研究和产品宣传力度，通过产品研发和临床观察效果
促进销量的不断增加，针对不同品种、不同市场研究制定深度开发策略，加强对市场的精耕
细作，在力保大品种稳步增长的同时，加快发展其他品种增速，努力缩短小品种向大品种的
转化过程。
6、创造学习环境，建设学习型组织
员工是公司发展的动力，是公司最珍重的价值，也是公司肩负的责任。报告期初，公告
了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其后按照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方案完成集团公司整体
业绩承诺，按方案规定完成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基金兑现工作，有力调动了公司员工的积极性，
稳定员工队伍，提高职工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在队伍建设上，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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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原则，坚持“企业内部无公关”的理念，通过管理人员公开竞聘方式选拔上岗，营造了阳
光透明、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机制；通过内培外训、专家授课、座谈会、私董会、技能竞
赛、户外拓展、现场操作等丰富的授课形式，满足基层员工和管理群体、技能和职能人员不
同的需求，为不同级别和不同工种的员工提供针对性培训，提升了员工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依托公司资本优势，聚一流人才，加速了公司人才储备，促进公司可持续性发展。2017 年末，
公司有员工 3,351 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1,718 人，取得各类中高级技术职称 338 人，
执业药师 164 人。
7、重视环境保护，力争可持续发展
近年国家颁布了多项的法规和政策，不断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力度，公司严格遵守国家法
规和地方相关政策，秉承企业效益和环境保护并重的社会理念，将绿色生产作为企业的社会
责任和担当，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首先加强环保政策及知识学习，不断
提高企业、员工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开展环保、节能和循环经济等方面的宣传和培训，
将“绿色生产”深入人心、落到实处。二是加大环保设施的投入，如投入 3,000 多万元建设
溶媒回收车间，实现对“注射用核糖核酸 II”的提取溶剂的回收处理，实现资源再利用和环
保要求排放；投入近 800 多万元对锅炉及相应除尘、脱硫等配套设施进行改造，实现烟气超
低排放；改善污水处理设施，确保污水处理达质达标；设计了处理能力 300 吨/天的中水再利
用系统，向循环经济迈进。三是主动加强环保设施运行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制
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定期进行演练，有效防范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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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成药

1,208,984,994.04

103,939,572.57

55.81%

-2.22%

-10.47%

-1.56%

化学药品

1,679,070,943.00

222,932,774.14

86.19%

17.69%

12.03%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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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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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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2017年5月10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
补助》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于规定
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本公司执行上述通知的主要影响如下：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
1.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
调增合并利润表其他收益本年金额
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113,224,474.06元，调减合并利润表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将利润表中原计入“营业外收入”项目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
营业外收入本年金额113,224,474.06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府补助调整至“其他收益”项目。
元。
更的议案》。
3.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对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与日常活动相
关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
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 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对公司相关会计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政策进行变更，于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

1.
2.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以下简称“通知”），
2017 年 度 公 司 调 减 营 业 外 收 入
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本次公司会计政策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 10,749,558.64元，调减营业外支出
变更是为了执行上述会计政策规定而进行调整。
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5,304,598.35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
本公司执行上述通知的主要影响如下：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5,444,960.29 元；上年同期调减营业
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资产处置收益”项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外收入914,398.18元，调减营业外支
目。
更的议案》。
出1,687,876.55 元，调增资产处置收
将利润表中原计入“营业外收入”项目及“营业外支出”项目的资
益-773,478.37元。
产处置损益调整 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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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中药
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世航药业继续存续，中药饮片法人主体资格依法予以
注销。中药饮片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和业务由世航药业依法继承，吉林敖东中药
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经敦化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审查准予注销。
控股子公司吉林正容医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敖东红洋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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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正容医药继续存续，敖东红洋法人主体资格依法予以注销。
敖东红洋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和业务由正容医药依法继承，吉林敖东红洋卫生用
品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经敦化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审查准予注销。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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