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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2016-017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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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公司全部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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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058,20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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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东医药 股票代码 00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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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波 谢丽红 

办公地址 杭州市莫干山路 866 号 杭州市莫干山路 866 号 

传真 0571－89903300 0571－89903300 

电话 0571－89903300 0571－89903300 

电子信箱 hz000963@126.com hz000963@126.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化学药、中药的原料药和制剂的生产销售，以及中西成药、中药材、医疗器械、健康产品

等的经营，是一家集医药研发、药品生产、批发零售、医药电商、医药物流、健康产业于一体的大型综合

性企业，是浙江省规模最大的医药企业。 

    公司业务主要分为医药工业生产和医药商业经销两部分，医药工业核心为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

药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创新型企业、中国制药工业50强企业，目前是国内品种最全、

产销量最大的器官移植和糖尿病药物研发和生产企业。公司医药商业销售网络覆盖至浙江全省各区县，业

态涵盖招标配送、商业分销、社区基层、OTC、医药物流、医药电商，医院增值服务、以及依托医药产业

新拓展的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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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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7,383,494.05 18,947,379,094.83 14.67% 16,717,986,44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6,912,432.06 756,669,419.65 44.97% 574,975,85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5,040,214.49 738,370,750.67 44.24% 554,182,278.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8,536,256.76 740,854,724.82 -11.11% 476,977,321.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53 1.74 44.97% 1.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53 1.74 44.97% 1.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98% 30.34% 12.64% 25.15%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 年末 

总资产 11,417,177,804.02 9,007,197,599.83 26.76% 7,673,413,59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71,056,992.71 2,267,014,995.78 31.06% 2,573,319,5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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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442,500.53 5,172,058,773.17 5,772,856,630.80 5,571,025,58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3,981,570.14 322,612,035.34 260,821,623.39 169,497,20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2,623,787.35 314,293,384.93 255,119,990.48 153,003,051.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8,393,881.38 1,221,944,543.65 -907,822,979.42 692,808,57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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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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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50% 154,107,432  冻结 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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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72% 76,932,72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2.30% 9,974,51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医疗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 5,573,85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6% 5,474,76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其他 0.97% 4,207,65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97% 4,206,20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0.92% 4,000,03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品牌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90% 3,900,000    

中国银行－嘉实增长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3,308,7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嘉实研究精选和嘉实增长开放均为嘉实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全国社保

基金一零二组合和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均为全国社保基金管理。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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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是公司第四个三年规划的收官之年，在国内经济持续减速的宏观形势下，在政策多变的严峻

医药市场形势下，通过全体华东药人的努力拼搏，公司继续保持稳健发展的态势，工业片历史上第一次实

现了三年规划收入翻番的既定目标，商业片也顺利完成了三年规划的目标任务，使整个公司的发展迈上了

一个新台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7.27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4.67%；利润总额14.20亿元，较上年同

比增长21.06%，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0.97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44.97%。截至2015年底，公司资产总

额114.1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29.71亿元，公司资产负债率71.59%，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59亿元。 

报告期内，全体华东药人坚持理念不动摇，坚持信心不动摇，坚持实干务实精神，认真抓好各方面

工作，连续第十六个年头保持了稳健与较快发展，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的历时12年的四个三年发展规划的

实施，由于方向明确，定位正确，措施得力，取得了显著的经营业绩，是公司历史上发展最稳健、效益最

明显的一个历史时期。2015年全年我们按照“趋势倒逼改革，改革创新理念，理念指引管理，管理需要心

胜”的总体管理思路，认真分析形势，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公司上下继续深化工商两片组织架构改革

工作，继续深入开展以两拆一建为主要内容的营销组织架构改革工作，结合当前市场形势和产品结构大调

整的需要，开展了生产系统组织架构重大调整，组建了进一步面向科研、面向市场的生产公司。我们继续

坚持六条经营理念，在全公司开展了理念教育。在连续三年抓管理的基础上，2015年又提出了“管理是第

一要务”的管理理念，全面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夯实管理基石。在进一步强化改革、创新与管理的推动下，

公司主打产品百令胶囊销售又创新高，卡博平也成为继百令胶囊之后公司又一个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的大

品种。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10亿元公司债券的发行工作，筹划并启动了向两大股东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35亿元资金的工作，在2016年1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后于2016年2月完成全部发行工作。 

2015年，公司生产系统继续抓好第三次产品结构大调整工作，全面改革生产组织架构，组建生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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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围绕公司第三次产品结构大调整，做好扩产保供、原料药转移、外购等相关规划布局及新产品移交生

产工作；推行ERP批成本核算，逐步实现成本的精细化管控；继续在各车间深入推进控员增效管理项目，

高效组织抓好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和阿卡波糖原料药的扩产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市场需求，整个生产系统、

质量系统的市场第一的理念进一步加强。经过近三年时间的精心设计、精心规划与精心施工，江东一期工

程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设备验证及GMP认证准备工作，为2016年下半年能投入正式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2015年公司在科研开发与科研移交生产工作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成果，全年已完成5个生产项目及6个临

床项目的注册申报，与华东医药新药研究院共同申报的达托霉素国内首家获得生产批文，在开展从新药研

究院受让达托霉素的新药技术转让工作的同时，也在按计划进行上市前的准备工作。 

2015年，公司医药商业全体干部员工经过全年的艰苦努力，克服各种医改政策面及市场的不利因素,

顺利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继续巩固了2014年组织架构改革的成果，发挥了专业线管理优势，在2015年上

半年全省药品集中招标工作中，全体人员加班加点，团结奋斗，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公司商业全年的经

营工作以及以后几年的经营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前提。药品配送平台方面，公司（商业）已在全省范围内取

得9家医院的独家配送权。公司与省内9家医院合作开展药事药品物流延伸服务，与7家医院合作开展医院

绩效管理系统；在全省医院全面推广医院合理用药软件系统应用。 

    公司健康产业2015年又有了新的发展，继健康馆、采薇坊、悦可医疗美容等健康产业项目后，商业片

在开展社区医院共建，医养一体化方面在杭州市区进行了有益尝试，通过实施“健康指针”居家医养服务

平台项目，希望为社会提供集健康管理、紧急求助、医护上门、生活服务等全方位一站式的居家医养服务，

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服务大众健康，也为下一步的商业模式改革进行积极探索并提供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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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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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9,691万元，同比增长 44.97%，主要原因是公司2014年收购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

有限公司25%少数股权并于2014年9月正式纳入合并报表，故2014年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1-8月净利润按照75%的股权比

例，9-12月净利润按照100%的股权比例计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15年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全年净利润按

照100%的股权比例计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此事项导致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较大。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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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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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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合并子公司4家，增加原因为：新设立子公司2家，因取得控制权而纳入合并范

围的子公司2家。 

1、因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而增加子公司2家： 

   （1） 2015年1月30日本公司投资设立了杭州悦可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本公

司出资255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85%，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2015年7月15日本公司投资设立了杭州采薇坊香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本公司

出资3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 

2、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增加子公司2家： 

   （1）根据本公司与俞恩德、俞国能于2015年7月签订的《杭州英德化工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书》，本

公司出资110万元收购杭州英德化工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自2015年8月该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杭州英德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8月12日，注册资本50万元。 

   （2）本公司之子公司杭州华东武林大药房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出资70万元，受让杭州张同泰药

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杭州培元堂诊所有限公司100%股权，故自2015年1月起杭州培元堂诊所有限公司纳入本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杭州培元堂诊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月24日，注册资本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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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