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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1                         证券简称：东富龙                  公告编号：2016-013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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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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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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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56.4900 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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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富龙 股票代码 30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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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芳君 王艳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1509 号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1509 号 

传真 021-64909369 021-64909369 

电话 021-64909699 021-64909699 

电子信箱 dfl@tofflon.com dfl@toffl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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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医用冻干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自创立以来，一

直专注于冻干系统的行业发展，为制药企业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定制化的冻干系统解决方

案。公司为国内最大的冻干系统设备制造商，是我国替代进口冻干系统产品的代表企业，公

司主要产品已出口至30多个国家与地区，从设立至今已有近5000台套冻干系统产品服务于全

球制药领域。公司聚焦于无菌注射剂核心区域的自动化、隔离化、系统化发展，为制药客户

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整体解决方案，致力于成长为全球无菌注射剂核心区域整体解决方案的主

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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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556,069.80 1,258,693,706.37 23.58% 1,021,120,62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86,685,252.56 335,411,145.48 15.29% 266,362,87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63,056,066.05 312,732,197.32 16.09% 255,557,868.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0,664,561.19 55,060,521.05 155.47% 338,950,151.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 0.54 14.81%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 0.54 14.81%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1% 13.52% 0.59% 11.73%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4,062,213,760.37 4,168,002,528.61 -2.54% 3,778,529,18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870,835,101.80 2,603,550,821.32 10.27% 2,355,913,0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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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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859,318.66 401,892,164.34 319,445,777.46 445,358,80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324,736.09 97,462,826.17 76,313,501.18 111,584,18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773,558.74 94,290,525.12 58,740,752.44 109,251,229.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902,336.62 17,316,747.43 -32,561,444.87 123,006,9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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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6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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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效东 
境内自

然人 
60.63% 384,856,416 300,642,3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工银瑞信高端制造行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8% 8,759,431    

郑效友 
境内自

然人 
1.10% 6,962,392 5,221,79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融通医疗保健行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8% 4,299,95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绿色投资混合型

境内非

国有法
0.64% 4,05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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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LOF） 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中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9% 3,732,22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7% 3,610,78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精选灵活配置定

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49% 3,094,2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工业 4.0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38% 2,412,672    

刘志强 
境内自

然人 
0.37% 2,33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 名股东中，郑效东先生与郑效友先生为兄弟关系。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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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初，公司制定新的五年规划，坚持系统化和国际化战略，以冻干系统为核心，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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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系统集成和“交钥匙工程”业务，立足注射剂，做强原料药，布局生物工程和固体制剂，

快速成长为综合性制药装备主流供应商。同时，加快医疗器械、精准医疗及食品工程等领域

布局和发展，力争2020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 

综观2015年，公司积极拓展冻干工程总包业务，成功交付首个冻干系统交钥匙工程项目，

并通过东富龙智能控股收购致淳信息65%的股权，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医药信息化做好准备。

公司投资5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东富龙医疗，通过股权投资和自建团队等方式，整合相关资源，

逐步在医疗器械和医疗技术领域进行布局和经营。2015年东富龙医疗聚焦于肿瘤免疫治疗，

已搭建上海溥生、上海伯豪、重庆产研院、东富龙医药四家子公司组成的研、产、销系统，

围绕癌症分子检测、细胞治疗两个产业方向重点投入，形成核心产品和服务能力。此外，公

司参股诺诚电气，持有其14.77%股权，正式涉足康复护理及养老领域，诺诚电气已于2016年1

月成功登陆“新三板”。同时，公司2014年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符合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条件分别于2015年6月30日和11月27日（预留部分）上市流通，提振了市场

信心，保障公司人力资源的健康发展。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55.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5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38,668.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29%。公司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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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冻干机 232,862,522.38 102,237,688.60 43.90% -24.91% -29.18% -2.65% 

二、冻干系

统设备 
750,395,173.28 371,095,663.52 49.45% 16.72% 3.45% -6.35% 

三、其他制

药设备 
348,183,477.55 140,417,598.15 40.33% 156.70% 140.30%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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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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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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范围增加： 

①公司于2015年6月出资新设东富龙医疗，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已累计出资人民币25,000万元。 

②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富龙制造出资人民币275万元新设上海溥生，持股比例55%，东富龙

制造于报告期内将其持有的55%股权全部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富龙医疗。随后，上海溥

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增资至1,000万元，其中东富龙医疗增资275万元，增资后持股比

例仍然为55%。 

③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富龙医疗于2015年11月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新设东富龙医药，持股

比例100%。 

④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富龙智能于2015年度支付人民币2,600万元收购致淳信息部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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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并增资，收购和增资完成后持有致淳信息65%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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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效东 

                                                      

2016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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