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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2016-033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东医药 股票代码 000963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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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71－89903300 0571－89903300 

传真 0571－89903300 0571－899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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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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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3,624,823.17 10,383,501,273.70 1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23,088,697.31 666,593,605.48 2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13,281,728.41 656,917,172.28 23.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0,997,263.49 873,550,662.27 15.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241 1.5357 12.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241 1.5357 12.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2% 27.02%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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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68,897,633.33 11,417,177,804.02 1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55,020,918.08 2,971,056,992.71 124.00%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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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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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7% 203,038,377 48,930,945 

冻结 1,000,000 

质押 109,640,945 

杭州华东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46% 80,000,000 3,067,272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二组合 
其他 1.33% 6,47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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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5,677,707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

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其他 1.07% 5,17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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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5,05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六组合 
其他 0.88% 4,261,706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87% 4,20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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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 4,105,359    

中华联合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保

险产品 

其他 0.69% 3,340,8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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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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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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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国内医药、医疗和健康保健行业的深化改革继续在全面推进，力度和节奏在不断加大和加快，

医药行业整体增速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持续放缓，结构性分化明显。2016 年上半年医药行业迎来了密集的各

项改革政策，涉及行业十三五规划、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医保制度改革、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改革、

儿童医疗卫生改革和流通环节规范等等。行业监管、招标制度的不断强化以及各地方二次议价的全面推行

使制药企业利润率不断下降，原有的经营模式受到很大冲击，企业普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和生存压力。

2016 年上半年，从国家到地方继续大力推进分级诊疗、医保控费以及控制医疗单位药占比，导致药品在城

市等级医院的市场份额持续下降成为趋势，处方药在基层以及零售终端的竞争已拉开序幕，基层医疗市场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行业转型升级及并购重组进程提速，医药企业将面临比以往更多的政策和市场竞争挑

战。 

报告期内，公司上下积极贯彻年度工作会议精神，重点做好组织结构调整和技术革命工作，在全公司

范围内开展了三整顿工作，各部门认真开展“增长板、补短板”活动，明确改革创新目标，以应对行业的

新形势、新政策和新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2.44 亿元，同比增长 17.9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3 亿元，同比增长 23.48%。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认真抓好产品结构调整和重点项目建设，集中人力和资源，积极做好在线产品质

量一致性评价和国际认证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公司第三次产品结构调整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江东生产基地

一期项目经过三年多建设，已于 2016 年 6 月取得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原料 GMP 认证，并于 2016 年 7月正式

投产，将基本解决目前百令胶囊的市场供应压力，在此基础上，公司江东项目二期已着手筹建，杭州祥符

桥厂区的改造规划和江苏九阳产品生产及新药申报规划也已完成，并将在下半年同步实施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商业积极做好各方面准备，重点开展提升信息系统、强化系统运作效率工作，迎

接“两票制”等医改新政策的实施。针对浙江省新推出“三流合一”政策，做好对应的药械集中采购新平

台测试和业务上线试运行工作。同时继续整合公司及各子公司的仓储物流资源，在做好浙江全省的药品配

送业务的同时，使销售网络进一步向基层下沉，提升公司业务在基层的覆盖率及竞争力。同时，立足公司

现有的医药资源和渠道背景，积极拓展医药健康产业新业务，探索开展医养一体服务模式项目，推进公司

传统业务与医疗卫生及养老服务的融合。 

报告期内，经中国证监会批复，公司全面完成了向股东中国远大集团和杭州华东医药集团的定向增发

股份工作，增发募集资金的全面到位，有效的改善了公司的资产状况，减轻了财务压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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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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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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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26日，本公司之子公司宁波幸福缪斯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了宁波雅致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100万元，宁波幸福缪斯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故自2016年5月起将其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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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提示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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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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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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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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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