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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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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0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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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森制药 股票代码 0024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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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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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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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逐步涉足医院、大健康产业、医疗保健等领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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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百贝益肺胶囊，主要功能为滋阴活血，止咳化痰。用于治疗肺阴不足之久咳，以及支气管炎，及肺痨久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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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托普利片用于抗惊厥，镇痛，尿崩症，抗燥狂或抗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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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行业发展阶段及周期性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政府将继续推行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并释放

新的红利，医药行业也不例外，“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医药健康产业将迎来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

有利因素：①2016年2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支持医药企业兼并重组，培育龙头企

业，解决企业“小、散、乱” 问题；②我国首部《中医药法》将于2017年7月1日实施，国家鼓励开发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

复方制剂，鼓励医疗机构根据本医疗机构临床用药需要配制和使用中药制剂，支持以中药制剂为基础研制中药新药。布局中

药和中医的药企将极大受益；③“全面二孩”政策、人口老龄化和大健康消费意识的提升推动了更广泛的医疗需求；④创新药

优先入医保目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到，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将已上市创新药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优先列入医

保目录。这有利于公司在研的创新药项目。

不利因素：①对药品的质量标准政策和事项繁多，企业合规经营风险加大；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

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推行药品购 销“两票制” ，综合医改试点省（区、市）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要率先

推行“两票制” ，鼓励其他地区实行“两票制” ，争取到2018年在全国推开。“两票制” 使传统医药经销模式受到冲击，流通领

域面临整合。市场和政策的变化均可能对公司的业务发展产生影响；③医药行业监管持续强化，国家九部委对医药购销及医

疗不正之风推行“九不准” 政策等，医药行业将迎来最强风暴；④招标制度的强化和二次议价的全面推行让药企的利润率下

降的压力加大；⑤医保支付标准新规，很可能按病种规定医保支付比例，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⑥中国基层医疗市场将成医

药业最大增长点，药企间竞争将进一步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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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国中医药资源总量仍然不足，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缺乏，继承不足、创新不够，中药

产业集中度低，部分中药材品质下降，影响中医药可持续发展。中医药行业作为与人民健康、生活水平、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

行业之一，为典型的弱周期行业，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认真解读医药政策法规，在营销方面，积极开拓市场，巩固市场份额；在研发方

面，持续打造多维度专利保护体系，加宽加深独家产品“护城河” ；在生产方面，推动精细化管理，切实保障市场供应；在管理

方面，全力服务营销，打造高效团队。公司聚焦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全面健康发展，以扩大市场规模，提高营收利润等方

式回报社会和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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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年

营业收入 798,466,937.53 781,127,866.04 2.22% 737,424,61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939,164.84 98,077,411.91 -13.40% 117,587,94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668,289.33 94,555,088.45 -15.74% 115,723,92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016,234.82 70,135,820.16 145.26% 92,280,170.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70 0.3313 -13.37% 0.39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70 0.3313 -13.37% 0.39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4% 8.39% -1.65% 10.77%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年末

资产总额 1,674,388,729.53 1,380,316,387.33 21.30% 1,367,771,69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58,424,561.25 1,217,607,952.43 3.35% 1,119,530,5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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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917,132.27 178,837,647.98 200,380,995.32 236,331,16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437,521.33 22,187,289.28 10,170,728.22 24,143,62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742,996.47 20,171,184.09 10,353,668.82 23,400,439.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454,823.62 35,704,722.10 19,615,190.01 71,241,4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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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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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汉森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1.97% 153,818,223 0 质押 120,809,900

上海复星医药

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32% 15,752,806 0

中信建投基

金－工商银

行－中信建投

基金天成1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00% 8,885,093 0

刘正清

境内自然

人

1.52% 4,500,000 4,200,000 质押 4,200,000

刘厚尧

境内自然

人

1.15% 3,400,000 2,550,000 质押 2,550,000

长信基金－浦

发银行－中金

投资1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15% 3,399,852 0

何三星

境内自然

人

1.11% 3,300,000 2,475,000 质押 2,475,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6% 2,835,6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新

兴消费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2,112,41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医

药保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2,107,40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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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7%的股份，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2.刘正清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总裁；何三星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裁、财务总

监；刘厚尧先生担任公司投资副总裁、董事会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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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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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6年，医药行业挑战与机遇并存。突出表现在销售收入增长持续放缓，各级政府监管力度持续加强；同时，国家对中医

药产业更加重视，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积极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董事会审时度势，

慎重果断决策，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有力地保证企业稳健经营。

2016年，公司战略实施情况如下：

在市场推广方面，积极开拓市场，巩固市场份额。第一，继续加大主导产品的市场开发力度，重点开发基层市场，抢占市场

份额；第二，积极推动普药产品销售，选择有市场潜力的产品进行推广，聚焦重点市场，开展多元化终端促销活动；第三，加强

新产品销售推广力度，建立了专业的推广团队；第四，充分发挥资源共享、协同增效的优势，使控股企业的主导产品销售有了

明显增长。

在营销体系方面，运营体系调整到位，产品结构分配更为科学合理，营销改革初见成效，事业部制改为推广部制，市场更

加细分，推广更加专业，逐步形成“大整合、大营销、专业化，扁平化管理、规模化营销、集中化运作”的营销格局。

在科研成果方面，建立了质量标准草案，获批发明专利2项，申请发明专利2项，发表专业论文4篇，所申请的工信部中药材

扶持项目已获立项批准，所申请的缩泉胶囊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获湖南省经信委立项支持，已申请的《湖南典型中药大品

种二次开发与关键药材研究与示范》项目通过科技厅年度检查，完成了汉森制药、永孜堂124个化药品种的基础资料和技术资

料的整理，筛选出21个拟评价品种，计划开展4个基药类品种的一致性评价工作。

在内控管理方面，公司以稳健经营为原则，积极应对各类挑战，产供销保持稳定，积极响应下游客户需求，产品质量管控

到位，未有质量事故发生，安全生产责任到人，全年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发生，为公司全年盈利奠定基础。

在对外投资方面，公司作为第二大股东投资中国中部首家民营银行---三湘银行。三湘银行于2016年12月26日正式开业，

标志着公司向金融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分子公司方面，永孜堂保健品车间取得国家GMP认证，标志着公司重点布局保健品领域的决心。汉森健康产业园正式

动工建设，公司将拥有国家GAP认证基地，大健康产业格局正在形成。公司聚焦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全面健康发展，以

扩大市场规模，增加经营效益等方式回报社会和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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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四磨汤口服液 402,203,427.28 309,083,624.49 76.85% 1.06% 1.59% 0.40%

银杏叶胶囊 113,225,957.08 98,031,832.01 86.58% 4.78% 5.61%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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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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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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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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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7年4月24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令安先生召集主持，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3日以专人递送、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

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公

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4月2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三届独立董事刘纳新先生、曾建国先生、王红霞女士、李永萍女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4月2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详见2017年4月2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6年年度

报告摘要》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17)1160040� 号）确认，公

司2016年度实现利润总额99,476,816.05�元，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4,939,164.84� 元， 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75,152,

087.30�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按照以下方案实施分配：

1．按公司净利润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7,515,208.73元；

2．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67,636,878.57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396,761,962.87� 元，报告期末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464,398,841.44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的30%；

3．根据公司 2016�年实际经营情况，综合考虑公司盈利水平、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为了让全体股东分享公司发展

的经营成果，拟以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96,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合计148,000,000元，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316,398,841.44元转入下一年度；

4．后续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

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比例存在由于总股本变化而进行调整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知悉。

《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详见2017年4月2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2017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2017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刘

令安先生回避此项议案表决。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安排， 公司预计2017年度需向关联公司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设备

及公司现有设备维修的零配件，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2017年4月2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九）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理班子2017年度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为有效地保证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合理地使用各种资源，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同意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在2017年度根

据需要可以分次向银行申请贷款，用于经营业务的资金周转等，以提高公司的盈利规模。授权公司常务副总裁、财务总监何三

星先生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银行授信范围内代表公司签署相关融资法律文件。2017年度公司（包括子公司）新增贷款总额控

制在5亿元以内。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公司董事会续

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运作效率，公司计划适度调整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人数，非独立董事由 5名调整为4� 名、独立董事

由 4�名调整为 3�名，公司董事人数调整为7名，并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作出修订。

《公司章程》（2017年4月）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详见 2017� 年 4月 26�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提名刘令安先生、刘正清先生、何三星先生、刘厚尧先生、曾建国先生、王红霞女士、李永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候

选人，其中曾建国先生、王红霞女士、李永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见附

件）。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在任期超过 6�年的情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其中独立董事侯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备

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根据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选举产生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成员。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仍按照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

董事职责。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十三）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为7万元/人/年（含税），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股东大会等会议及办理公司其他事

务所发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召开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并授权公司证券投资部全权办理股东大会准备事宜。

《关于召开 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 2017�年4�月 2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五）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2017年4月2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令安先生，1960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主管药师。曾任湖南省医药开发集团总公司

部门经理，海南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汉森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省第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益阳市第九届、

第十届政协委员。现任新疆汉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楚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湖南黑美人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南汉森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湖

南北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汉森医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南汉森医药研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汉森健康产业

（湖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南汉森医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内务司法法制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湖南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

刘令安先生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汉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68%的股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本人与公司

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令安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刘正清先生，196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曾任益阳制药厂车间主任、副厂长，益阳制药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湖南汉森制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截至2017年4月24日，刘正清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1.42%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

系。刘正清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何三星先生，1963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就职于岳阳县卫生局，湖南省卫生厅卫生政策

杂志社，湖南省医药开发集团总公司。曾任湖南汉森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

裁兼财务总监。

截至2017年4月24日，何三星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1.11%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

系。何三星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刘厚尧先生，1963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职称。曾任工商银行武冈市支行办公

室主任，武冈市财政信托投资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长沙证券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湖南华天集团有限公司内部银行及

企业管理部负责人，湖南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

秘书、投资副总裁、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

截至2017年4月24日，刘厚尧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1.15%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

系。刘厚尧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曾建国先生，196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教授。曾任湖南宏生堂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九

汇现代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湖南省中药提取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国家植物功能成分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副主任，湖南农业大学国家中药材生产（湖南）技术中心主任，湖南省中药材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中药材产

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建国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红霞女士，1979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讲

师，安徽径桥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长沙泛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桃源县中宇畜禽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中

宇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中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中国法治实施报告》副主编、《经济法论丛》副主

编，中国行为法学会研究部执行主任、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株洲三特环保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湖南汉森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红霞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李永萍女士，1977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曾任湖南天勤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所长（主任

会计师），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所长。现任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副所

长，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教授，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永萍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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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7年4月24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郭春林先生召集主持，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3日以专人递送、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

体监事。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 2017�年 4月 26�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www.cninfo.com.

cn）。

本项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4月 26�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www.cninfo.com.

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根据监管部门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考虑对全

体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监管部门及《公司章程》 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无异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的募集资金实际投向情况均已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小企业板规则汇编》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了相关的法律审批程序。

（六）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需要，在公司经营管

理的各个过程、各个关键环节中起到了较好的控制和防范作用。《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客

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七）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所预计的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日常经营产生的必须事项，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关联交

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八）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核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工作勤勉尽责，信誉良好，且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较为熟悉，拟续聘其为

公司2017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监事会同意提名符人慧先生、 詹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两位监事候选人的简历见附

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项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两位监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十）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薪酬为3.5万元/人/年。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此次修改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运作效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的的实际情况，同意修

改《公司章程》。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4月26日

附件：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符人慧，男，1970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曾任化学工业部益阳橡

胶机械厂办公室秘书，益阳市朝阳开发区招商局办公室秘书，深圳运润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苏博泰克数据系统有

限公司行政管理部经理，湖南汉森制药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现任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兼行政副总监。

符人慧先生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未曾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詹萍，女，1965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律师。曾任湖南求剑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第六届

湖南省律协女律师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益阳市第三届、四届、五届人大代表、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益阳市第四届、五届人大常

务委员会委员，益阳市律师协会第二届、三届副会长，第七届湖南省律协法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现任湖南义剑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益阳市第四届律师协会会长，益阳市第六届人大代表、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第

九届全国律师协会理事，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詹萍女士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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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17)1160040� 号）确认，公

司2016年度实现利润总额99,476,816.05�元，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4,939,164.84� 元， 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75,152,

087.30�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按照以下方案实施分配：

（1）按公司净利润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7,515,208.73元；

（2）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67,636,878.57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396,761,962.87� 元，报告期末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464,398,841.44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的30%。

（3）根据公司 2016�年实际经营情况，综合考虑公司盈利水平、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为了让全体股东分享公司发

展的经营成果，拟以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96,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合计148,000,000元，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316,398,841.44元转入下一年度；

（4）后续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

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公司提出的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

事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

分配政策、利润分配计划及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确定的现金分红比例，该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合理。

3．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企业现金分红，以给予投资者稳定、合理回报的

相关指导意见，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兼

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经营

业绩成长性相匹配。

二、相关审核及审批程序

1．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认为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将《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认为：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根据监管部门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监

管部门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无异议。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后认为：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发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

预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请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后续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

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比例存在由于总股本变化而进行调整的风险。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知情人的范围，对知悉本事项的内部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

易的告知义务，并进行了备案登记。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12� � �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2017-018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运作效率，公司计划适度调整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人数，非独立董事由 5名调整为4�名、独立董事

由 4�名调整为 3�名，公司董事人数调整为7名。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

原章程内容 修订后的章程内容

第一百零九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人，副董

事长1人。

第一百零九条 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人，副董

事长1人。

二、备查文件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12� � �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2017-019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于2017年5月18日召开公司2016年度股

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6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5月17日—5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

18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17日15∶

00至2017年5月18日15∶00的任意时间。

5．股权登记日：2017年5月12日

6．会议方式及表决方式：

（1）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2）表决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7．会议出席人员：

（1）截止2017年5月1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益阳市银城南路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下转B180版）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令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三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波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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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98,637,113.99 182,917,132.27 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536,060.34 28,437,521.33 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8,926,152.12 25,742,996.47 1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296,361.17 45,454,823.62 -13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98 0.0961 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98 0.0961 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 2.3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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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925,692.91 1,674,388,729.53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87,960,621.59 1,258,424,561.25 2.3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0,706.8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77,289.9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411.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7,086.38

合计 609,908.2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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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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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汉森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13% 124,709,523 0 质押 120,809,900

上海复星医药

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32% 15,752,806 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聚

宝盆29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4.99% 14,777,700 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盛

锦57号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4.84% 14,331,000 0

中信建投基

金－工商银

行－中信建投

基金天成1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3.38% 10,000,035 0

光大兴陇信托

有限责任公

司－光大·胜券

15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2.01% 5,949,825 0

刘正清 境内自然人 1.42% 4,200,000 4,200,000 质押 4,200,000

刘厚尧 境内自然人 1.15% 3,400,000 2,550,000 质押 2,550,000

何三星 境内自然人 1.11% 3,300,000 2,475,000 质押 2,475,000

中信建投基

金－光大银

行－中信建投

基金真诚1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8% 3,206,076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疆汉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

企业

124,709,523 人民币普通股 124,709,523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5,752,806 人民币普通股 15,752,80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聚宝盆29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4,77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77,7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57

号集合资金信托

14,3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31,000

中信建投基金－工商银行－中信

建投基金天成1号资产管理计划

10,000,035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35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

大·胜券15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5,949,825 人民币普通股 5,949,825

中信建投基金－光大银行－中信

建投基金真诚1号资产管理计划

3,206,076 人民币普通股 3,206,07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3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35,6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0,02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2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价值回报8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454,852 人民币普通股 2,454,8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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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2.刘正清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总裁；何三星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

裁、财务总监；刘厚尧先生担任公司投资副总裁、董事会秘书。3.其他股东未知其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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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5,115.49万元，下降42.4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用货币资金支付各项税费3,244.73万元，和子公

司汉森健康产业（湖南）有限公司支付购买林芳旅游资源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资产和竞拍保证金2,800.00万元所致。

2、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3,197.73万元，增长43.06%，主要原因是销售回款中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3、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2,677.97万元，增长570.3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子公司汉森健康产业（湖南）有限公司支付购买

林芳旅游资源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资产2,300.00万元所致。

4、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减少517.92万元，下降35.38%，主要原因是收回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筹办费1,125.00万

元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1,268.02万元，下降33.23%，主要原因上年12月薪酬在报告期发放所致。

6、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241.62万元，增长124.04%，主要原因是根据财政部 2016� 年 12� 月发布的财会 [2016]22�

号《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2016�年 5�月 1�日以后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

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全部转入“税金及附加” 科目核算所致。

7、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08.47万元，增长2376.4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其对应的银行利

息支出相应增加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159.22万元，下降57.2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客户回款较好以及收回湖南三湘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筹备组筹办费1,125.00万元导致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和公司产品提价导致计提的存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9、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79.54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增加了按权益法核算的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

权投资收益所致。

10、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38.75万元，下降76.5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贴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11、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14万元，增长605.9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5,975.12万元，下降131.4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到期的银行承兑汇

票在上年四季度急需货币资金周转时大部分都已贴现所致。

1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379.53万元，增长39.87%，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购子公司云南永孜

堂制药有限公司20%股权支付货币资金7,500.00万元所致。

1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520.68万元，下降123.0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向银行借款减少和支付

的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15、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116.26万元，下降411.9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大幅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7年1月20日，新疆汉森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公司股份14,

331,000股，占截至2017年1月20日公司

总股本296,000,000股的4.84%。

2017年01月23日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及权

益变动的公告》（2017-001）刊载于

2017年1月23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年2月6日，新疆汉森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公司股份14,

777,700股，占截至2017年2月6日公司总

股本296,000,000股的4.99%。公司控股股

东于2016年11月25日披露的拟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

2017年02月06日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及权

益变动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

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2017-002、

2017-003）刊载于2017年2月6日的《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云南永孜堂制药有

限公司共有80个药品入选了《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2017年版）》

2017年02月08日

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产品进入国家

医保目录的公告》（2017-005）刊载于

2017年2月8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0.00% 至 20.00%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4,556.23 至 6,074.98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5,062.4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预计费用成本增加，加之医药市场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

公司2017年1-6月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令安

2017年4月26日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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