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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来源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药业”、“发行人”或“公司”）

对外公布的《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广发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

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广发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广发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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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Ltd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本期债券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2011]926 号核准公开发行。发行总额不超过 25亿元。 

三、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券。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5亿元。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发行。 

4、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5、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在债券存续期前 5 年内固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年末，公司可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上调票面利率

0 至 100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1 个基点为 0.01%；投资者可选择是否将其持

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如投资者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未被回售

部分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5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

期后 2年固定不变。 

7、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即，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

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发行首日或起息日：2011年 6月 21日。  

9、付息日：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即，利息每年支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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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2012

年至 2018年每年的 6月 21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2 年至 2016 年的 6 月 21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0、兑付日：2018年 6 月 21日为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日，本金自本金兑付

日起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16年 6月 2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 

12、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本公司及

其子公司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公司的营运资金，其中偿还银行借款的金额为人民

币 15亿元，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3、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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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Ltd 

法定代表人 马兴田 
注册资本 4,974,253,675.00元 

股票代码 600518 

股票简称 康美药业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广东省普宁市流沙揭神路东侧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下梅林泰科路 

公司是以中药饮片生产、销售为核心，业务涵盖中药材贸易、药品生产销售、

保健品及保健食品、中药材市场经营、医药电商和医疗服务。公司作为目前国内

中医药产业领域业务链条较完整、医疗健康资源较丰富、整合能力较强的龙头企

业之一，已形成完整的大健康产业版图布局和产业体系的构建，通过实施中医药

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模式，业务体系涵盖上游的道地中药材种植与资源整合，中

游的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中药材贸易，中药饮片、中成药制剂、保健食品、化

学药品的生产与销售，现代医药物流系统，下游的集医疗机构资源、药房托管、

智慧药房、OTC零售、连锁药店、直销、医药电商、移动医疗等于一体的全方位

多层次营销网络。 

二、发行人经营成果分析 

2017 年度，公司持续以中药饮片生产和销售为核心，以构建大健康产业生

态圈为抓手，以“智慧+”引领精准服务升级，坚持中医药产业规范发展，全面

完善大健康产业精准服务体系，通过持续创新变革、产业链纵深发展，带动饮片

业务收入的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力攻中医药物流延伸项目，在广东多地医疗机

构招标中屡有斩获；布局智慧药房，在全国构建多个运营中心；深度参与公立医

院改革，补充公司医疗资源，完善了大健康产业布局。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647,697.1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3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0,092.6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7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2,784.3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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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5%。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同比（%） 

资产总额 6,872,202.06  5,482,389.66  25.35 

负债总额 3,658,704.66  2,544,076.95  43.81 

所有者权益 3,213,497.41  2,938,312.70  9.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203,295.98  2,911,557.04  10.02 

2017年末公司资产总额较 2016年末同比增长 25.35%，主要是货币资金增加

所致。2017年末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 2017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资

金流入和筹资活动资金增加所致。 

2017年末公司负债总额较 2016年末同比增长 43.81%，主要是短期借款、应

付债券和长期应付款增加所致。其中，2017 年末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主要

系 2017 年公司经营规模扩张增加借款所致；2017 年末应付债券较上年末增加，

主要系 2017年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增加所致；2017年末长期应付款较上年末增加，

主要系 2017 年发行人下属单位康美建投（广东）大健康产业基金应付广东粤财

信托有限公司款项增加所致。 

2017年末公司所有者权益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分别较 2016年末同比

增长 9.37%和 10.02%，主要系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年度 同比（%） 

营业收入 2,647,697.10 2,164,232.41 22.34 

营业利润 483,482.69 395,749.43 22.16 

利润总额 482,670.01 398,757.62 21.04 

净利润 409,464.62 333,675.91 22.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0,092.61 334,040.36 22.77 

2017 年度，公司持续以中药饮片生产和销售为核心，以构建大健康产业生

态圈为抓手，以“智慧+”引领精准服务升级，坚持中医药产业规范发展，全面

完善大健康产业精准服务体系，盈利能力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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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47,697.10万元、营业利润 483,482.69万元，

利润总额 482,670.01 万元、净利润 409,464.6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410,092.61 万元，较上年末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22.34%、22.16%、21.04%、

22.71%、22.77%。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年度 同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279.42 160,318.94 14.9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994.15 -198,630.80 22.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0,577.20 1,183,357.59 -45.0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81,766.19 1,145,045.73 -40.46 

2017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6年同比增长 14.95%，主

要系 2017年公司收到的货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2017年度公司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6 年同比增长 22.98%，主要系 2017 年公司处置无形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2017 年度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较 2016年同比减少 45.02%，主要系 2016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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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926 号核准，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 25 亿元公

司债券。公司于 2011年 6月 23日完成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发行规模为 25亿元。

其中网上公开发行 2.5 亿元，网下发行 22.5 亿元。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

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1年 6月 24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广

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正中珠江”）对本期债

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广会验字【2011】第 11004420036 号的验资报

告。 

根据《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本公司及其子

公司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中偿还银行借款的金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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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7年度，公司未召开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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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1年 6月 21 日，本期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

付一次。2012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6 月 2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投

资者选择回售，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2 年至 2016 年的 6 月 21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公司已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支付自 2016 年 6 月 21 日至 2017 年 6 月 20 日期间的利息。公司已

于 2017 年 6月 14 日公告了《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券 2017年付

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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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年 5月 15日出具了《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8）》。主要评级观点如下： 

“2017 年医药制造行业延续了企稳回暖的态势，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居民

医疗消费水平提高、医保覆盖率提高等因素的推动下，行业仍将保持较好的发展

前景。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药业”或“公司”）中药饮片业

务收入增长较快，行业龙头地位进一步夯实；西药板块业务持续增长，多元化业

务增强了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盈利能力良好，整体偿债能力很强。同时，我们

也关注到中药材价格波动可能对公司经营及整体信用状况造成影响。 

综上，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评”）维持康美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康美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1年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正  面 

➢ 医药制造行业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2017年医药制造行业延续了企稳回

暖的态势，行业的收入和利润均实现较快增长，且在人口老龄化、居民

医疗消费水平提高、医保覆盖率提高等因素的推动下，将继续保持较好

的发展前景。 

➢ 中药饮片业务收入增长较快，行业龙头地位进一步夯实。2017年公司实

现中药饮片收入 61.58亿元，同比增长 30.93%；同期，中药饮片实现产

销量分别为 31,623.56吨和 31,251.87吨，产销规模始终排名全国第一。 

➢ 西药板块业务持续增长，多元化业务增强了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2017

年公司以药品贸易及医疗器械为核心的西药板块业务保持较快增长，实

现业务收入 117.07亿元，同比增长 39.28%。 

➢ 盈利能力良好，整体偿债能力仍保持在很强的水平。受益于业务规模增

长，公司盈利能力逐年增强，对债务本息偿付形成很强的覆盖力度。此

外，公司货币资金充裕，现金流表现良好。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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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材价格存在一定波动性。公司中药材贸易业务对中药材价格变化的

敏感性较高，未来受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对公司把握中药材采

购、销售时机和价格判断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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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证券事务人员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秘书为邱锡伟先生，证券事务代表为温少生先生，未

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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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在商铺承购人提供

商铺抵押担保的基础上为商铺承购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3,206.00万元，均为阶段性担保，阶段性担保期限

为自借款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借款人取得产权证书，办妥正式的抵押登记并将有关

抵押文件交贷款人收执之日止； 

公司下属子公司康美中药城（青海）有限公司，在商铺购买人提供商铺抵押

担保的基础上为商铺承购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累计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02.00 万元，均为阶段性担保，阶段性担保期限为自借款合

同签订之日起至借款人取得产权证书，办妥正式的抵押登记并将有关抵押文件交

贷款人收执之日止； 

公司下属子公司康美中药城（普宁）有限公司，在商铺、房屋购买人提供商

铺、商品房抵押担保的基础上为商铺、房屋承购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止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7,616.00 万元，均为阶段性担保，阶段

性担保期限为自借款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借款人取得产权证书，办妥正式的抵押登

记并将有关抵押文件交贷款人收执之日止。 

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017年度，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7年度，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化。 

四、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广发证券作为康美药业 2011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关注康美药业

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资信情况，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

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