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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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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赵鸿富 董事 出差未归 赵叶青 

倪浩嫣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赵耀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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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53,2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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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城医药 股票代码 3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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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晓刚          朱晓刚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经济开发区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经济开发区 

传真 0533-5439426 0533-5439426 

电话 0533-5439432 0533-5439432 

电子信箱 jcpc@300233.com jcpc@300233.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分为医药化工、生物制药和终端制剂三大板块，其中医药化工板块以头

孢类医药中间体以及其他医药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主要产品有AE活性酯、头孢他啶活性酯、呋喃

铵盐、头孢克肟活性酯、头孢地尼活性酯、三嗪环等；生物制药板块主要以谷胱甘肽原料药产品为主；终

端制剂板块主要有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头孢他啶等粉针制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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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类医药中间体是医药中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医药中间体是化学制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原料

药、制剂共同构成了化学制药行业完整的产业链。公司生产的头孢类医药中间体作为上游产品，为广大下

游客户提供重要原料。 

公司生物制药产品谷胱甘肽广泛用于药品,营养保健品,健康功能食品,食品补充剂,美白美容产品,化

妆品等等，其终端产品可作为日常营养保健和药物治疗等，具有抗氧化、提高免疫力、保护肝脏、促进毒

素排出等作用。公司生产的谷胱甘肽产品原料药分为食品级和药用级两种，为下游生产厂商提供原料。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城及控股子公司金城道勃法目前已成为公司化学制剂生产平台。上海金城于

2015年10月获得GMP认证，主要产品有复方木香铝镁片，盐酸环丙沙星胶囊等消化类药品，同时也取得了

依托红霉素片，辅酶Q10胶囊，牡蛎碳酸钙颗粒等产品的药品再注册批件。金城道勃法拥有头孢曲松、头

孢噻肟、头孢他啶等较为齐全的头孢菌素类药品制剂批文且具备相应的药品生产能力，其今后将致力于头

孢类抗生素终端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另外，报告期内，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拟收购朗依制药100%股权。朗依制药主营业务为化学合成

制药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涵盖妇科类、调节免疫类、抗过敏类、心血管类等多个领域。此次收购完成

后，公司将成为一家以中间体、原料药、生物制药、终端制剂为主业，形成涵盖抗生素系列、生物特色原

料药系列、妇科及调节免疫制剂系列产品的现代化医药产业集团。 

（二）行业地位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进步

的重要作用。公司所处的医药化工、生物制药和终端制剂产业是医药行业中的基础产业，也是现代制药工

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公司是以生产、销售、研发抗生素医药中间体、生物制药及终端制剂为主的创新型医药企业，现已成

长为布局多个（分)子公司的运营平台型上市公司。公司目前已成为国内领先的抗生素制药生产企业。抗

生素医药中间体作为公司的传统主营业务，近年来在市场上的占有率稳步提升，公司在行业中的品牌影响

力也逐步提高，与国内石药集团、丽珠合成、珠海联邦、哈药总厂、齐鲁制药等国内各大药厂保持合作，

同时产品远销日本、德国、意大利、韩国、印度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和较强的品

牌优势。 

公司采用发酵法生产的谷胱甘肽产品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国内的垄断地位，不断开拓全球谷胱甘肽市

场。谷胱甘肽功效涵盖范围广，不仅可用于药物，更可作为功能性食品的基料，在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

抗肿瘤等功能性食品上广泛应用。目前公司已与多家谷胱甘肽下游制剂企业达成了合作关系。2015年公司

采取稳定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的思路，推动产品销售渠道的建立和产品推广，产品出口到美国、印度、

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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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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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1,178,560,300.47 1,050,829,973.76 12.16% 908,713,11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977,251.01 108,700,716.78 57.29% 64,596,72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139,082.51 107,956,240.98 52.04% 67,219,077.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917,945.46 219,455,483.56 -5.26% 93,921,980.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44 54.55% 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44 54.55%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9% 10.16% 4.03% 6.73%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996,292,206.98 1,785,278,864.30 11.82% 1,575,802,81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92,518,851.61 1,116,673,000.13 15.75% 1,021,694,2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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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858,292.97 314,679,215.49 262,368,615.23 325,654,17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492,254.56 47,849,013.59 41,522,461.06 43,113,52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585,358.84 47,067,755.33 37,513,634.80 42,972,33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510,505.72 15,417,544.11 92,503,528.33 47,486,3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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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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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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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金城实 境内非国 37.58% 95,16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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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有法人 

赵鸿富 
境内自然

人 
5.05% 12,776,000 9,582,000   

青岛富和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90% 12,400,000 0   

张学波 
境内自然

人 
2.54% 6,420,000 4,815,000   

赵叶青 
境内自然

人 
1.86% 4,720,000 3,540,000   

上海复星医

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9% 4,030,908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9% 3,278,400 0   

深圳前海旗

隆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前海旗隆量

化分级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5% 1,890,267 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方

大数据100指

数证券投资

基金 

国有法人 0.70% 1,775,666 0   

郑庚修 
境内自然

人 
0.65% 1,636,000 1,37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金城实业持有公司 37.58%的股份，赵鸿富和赵叶青合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金

城实业 57.64%的股权，此外赵鸿富和赵叶青还直接持有公司 6.91%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赵鸿富为淄博金城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叶青、张学波为金城实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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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856 万元，同比增加 12.16%。公司核心产品业务及其

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收入仍来源于抗菌素类医药化工产品，包括头孢侧链活性酯

系列产品和其他医药化工产品。其中头孢侧链活性酯系列产品实现收入 55,704万元，同比增

长 12.60%，占营业收入的 47.26%；其他医药化工产品实现收入 41,827万元，同比增长 18.47%，

占营业收入的 35.49%；生物制药及特色原料药产品实现收入 20,325 万元，同比略有增长，

占营业收入的 17.25%。 

从总体上分析来看，报告期内头孢类医药中间体产品市场稳定，主要产品销量和价格均

有所增长；生物制药领域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公司谷胱甘肽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的情

况下，依然取得了较好的销售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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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孢侧链活性

酯系列产品 
557,038,197.64 368,221,257.87 33.90% 12.60% 7.00%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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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及特

色原料药系列

产品 

203,252,866.91 78,456,125.40 61.40% 0.10% 2.69% -0.97% 

其他医药化工

产品 
418,269,235.92 316,256,469.90 24.39% 18.47% 21.29%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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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7.29%.主要系产品市场稳定，主要产品价

格有所提高，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2.16%，毛利率也有所增长；报告期内解禁的股权激励股份，按

照规定可以在税前列支的工资薪金金额，抵减了2015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费用也有所下降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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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会计准则解释第 7号》规定，对于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未解锁部分因回购义务应确认其

他应付款并增加库存股，并追溯调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影响比较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如下表： 

 

财务报表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 调整增加 调整减少 变更后 

其他应付款 11,376,628.19 65,819,200.00  77,195,828.19 

流动负债合计 546,522,140.67 65,819,200.00  612,341,340.67 

预计负债 65,819,200.00  65,819,2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2,083,723.50  65,819,200.00 56,264,523.50 

负债合计 668,605,864.17 65,819,200.00 65,819,200.00 668,605,864.17 

资本公积 577,573,774.32 60,511,200.00  638,084,974.32 

库存股 5,308,000.00 60,511,200.00  65,819,200.00 

股东权益合计 1,116,673,000.13   1,116,673,000.13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1,785,278,864.30 65,819,200.00 65,819,200.00 1,785,278,8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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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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中山市金城道勃法制药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与中山市金城道勃法制药有限公司及其股东浙江磐谷药源有限公司签订《增资

协议》，以自有资金2,040万元增资金城道勃法，增资后，公司持有金城道勃法51%股权。 

故本期将子公司金城道勃法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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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此页无正文，为《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法定代表人签字、公司盖章页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叶青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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