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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同泰 600829 三精制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程轶颖 

电话 0451-84600888 

传真 0451-84600888 

电子信箱 chengyy@hyrmtt.com.cn 

 

1.3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5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1,549,420.83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实现净利润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金 1,154,942.08 元，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10,394,478.75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846,382,680.03 元，减去资产置换减少未分配利润 136,391,295.10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 720,385,863.68 元。鉴于公司现状及发展需要，公司拟 2015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完成重大资产置换，主要业务由医药制造业务，变更为医药流通业务，具

体包括医药批发和医药零售两类。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销售中药、西药等药品，此外还销售保健

品、医疗器械、玻璃仪器、化学制剂等产品。 

（1）医药批发业务 

公司的医药批发业务包括医疗分销及面向零售药店、医药经销企业的药品批发业务，主要通

过医药公司药品分公司、新药特药分公司开展，形成了以经营进口药品、合资药品、国内名优药

品、招标品种为主导产品的经营体系。 

（2）医药零售业务 

公司的医药零售业务通过零售门店向个人客户销售处方药、非处方药及医疗保健品等医药产

品，主要通过旗下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店、新药特药零售药店完成。  

公司拥有人民同泰健康网（http://www.rmttjkw.com）、天猫医药馆（哈药大药房旗舰店

http://rmttdyf.tmall.com）及京东医药馆（人民同泰大药房旗舰店 http://rmttdyf.jd.com）等电子商

务平台，依托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店，经营品种包括药品、中药饮片、滋补保健、医疗器械、化妆

品、日用品等。 

2、经营模式 

（1）医药批发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的医药批发业务主要包括医疗分销及面向零售药店、医药经销企业批发两种模式。 

其中，医疗分销模式，即公司先从供货商采购产品备货，在收到医院订单后，公司安排物流

服务并及时运送产品，主要利润来源于药品进销价差及配送费用。经营模式流程图如下： 

医院客户 供应商

销售部门
采购部门

物流中心

医院收货后按
约定支付货款

将需要的商
品计划提供
给销售

物流配
送

销售开票，并
将信息传递给
物流中心

按下游客户需
求提出采购计

划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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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零售药店、医药经销企业批发模式，即面向上述销售对象销售并配送药品，主要利润来

源于药品进销差价。经营模式流程图如下： 



 

 

公司多年来一直为黑龙江省内的医药流通业龙头企业，具有较好的商业信誉，区域竞争优势

明显，目前已成为黑龙江省内最大的医疗分销商业公司。此外，在面向零售药店、医药经销企业

的医药批发模式方面，公司充分利用药企资源、销售网络等方面的优势，目前已将配送网络拓展

到吉林、内蒙古等黑龙江省外市场。 

（2）医药零售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充分利用其现有的营销网络、经营品种和配送能力，以直营连锁方式开展的医药零售业

务，主要利润来源于药品进销差价。经营模式流程图如下： 

 
 

在该类业务开展过程中，公司采用集中化供应链体系，将零售业务的采购纳入统一的集成化

采购目录中，并在配送环节对库存分布、订单时间及订货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计算、统一规划物流，

从而降低零售平台公司与各节点企业运营成本。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拥有“人民同泰”、“新药特药”等零售品牌，旗下的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店

拥有分布在黑龙江省内的众多零售门店，其营业收入排名黑龙江省前列，具有较强的市场地位。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主要来源于医药流通业务。目前，该行业内企业的整体业绩水平均受到

国内医疗体制改革、药品价格改革、医保控费、招标降价、新版 GSP 认证等多方面因素的驱动。 

此外，公司目前主要的经营资产系通过 2015 年通过资产置换方式注入上市公司，从而打开了

融资渠道。未来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企业发展需求，适时地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用以支持

公司医药批发和零售业务拓展等战略规划的部署和推进。上述规划顺利实施后，将极大地提升公

司销售网络的覆盖范围及市场竞争力，从而可能成为未来业绩增长的强大驱动力。 

（二）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情况 

近几年来，随着国内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及深化，及受到人口老龄化、医疗技术进步等

众多因素的驱动，我国医药流通行业的市场规模持续增大。根据商务部统计结果，2006 年至 2014

年期间全国医药流通行业销售额增长情况如下图所示，其中 2013 年、2014 年我国药品流通行业

销售总额分别为 13,036 亿元、15,021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6.70%、15.20%。 



 

根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 Health）预测，受新兴医药市场销量的带动，以及发达国家药

物消费总额提升的驱动，2018 年全球的药品年消费额将增加至 1.28~1.31 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

率为 4%~7%。对于中国的医药流通市场，该机构预测到 2020 年中国的市场容量将达到现有规模

的 4 倍，市场规模将仅次于美国，排名全球第二。 

2、行业的周期性、季节性和地域性特点 

医药流通行业是关系民生的基础性行业，仅部分药品品种针对夏、冬季节极端气候环境，存

在一定的季节性，但整体来说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或季节性。 

但是由于药品的招标采购方式及配送时效性等特点，决定了医药流通行业的地域性特点较为

显著。在省市区域内覆盖范围较广、配送能力较强的医药流通企业，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优势。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目前是黑龙江省医药流通行业的龙头企业，主要业务范围集中在黑龙江省内，其中医药

批发业务已辐射到吉林、内蒙古等省外地区。根据《2014 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

2014 年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医药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在全国药品批发企业中排名第 19 位；公司

旗下连锁平台“人民同泰”的销售总额在全国药品零售企业中排名第 15 位。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

比上

年 

增减

(%) 

2013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232,510,14

4.56 

6,859,901,21

1.58 

3,281,726,67

9.66 

-38.

30 

6,959,206,721

.09 

3,705,241,25

9.64 

营业收入 8,909,315,33

8.14 

9,010,672,03

3.66 

1,738,794,72

5.40 

-1.1

2 

10,036,366,89

7.23 

3,177,004,85

2.99 

归 属 于 上 138,916,248. 187,410,983. 39,851,013.0 -25. 126,292,978.9 6,462,053.85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95 40 7 88 1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润 

131,958,917.

62 

194,541,417.

60 

46,981,447.2

7 

-32.

17 

91,301,761.41 -25,274,311.

31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1,423,266,57

4.88 

2,926,569,53

7.57 

2,092,791,88

2.03 

-51.

37 

2,816,283,737

.57 

2,130,066,05

2.36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333,987,605.

42 

444,291,931.

19 

392,578,769.

60 

-24.

83 

-187,048,944.

65 

-158,312,270

.81 

期 末 总 股

本 

579,888,597.

00 

579,888,597.

00 

579,888,597.

00 

  579,888,597.0

0 

579,888,597.

00 

基 本 每 股

收益（元／

股） 

0.2396 0.3232 0.0687 -25.

87 

0.2178 0.0111 

稀 释 每 股

收益（元／

股） 

0.2396 0.3232 0.0687 -25.

87 

0.2178 0.0111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7.87 6.37 1.89 增加

1.50

个百

分点 

4.59 0.30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705,616,840.18 2,113,725,346.40 1,968,017,553.31 2,121,955,59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3,038,383.43 41,430,567.96 32,964,796.85 1,482,50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60,799,320.80 40,524,140.22 31,679,120.31 -1,043,663.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9,736,777.10 84,716,965.97 188,632,484.83 160,374,931.72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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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9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947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0 433,894,354 74.82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工银瑞信医

疗保健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6,247,469 16,247,469 2.80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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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2,093 12,472,093 2.15 0 无 0 其他 

海口君安贸易有限

公司 

4,239,332 4,239,332 0.73 0 无 0 其他 

曾郁 557,421 2,818,500 0.4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汪伟 2,702,700 2,702,700 0.4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李光 -80,300 1,300,000 0.22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1,200,000 1,200,000 0.21 0 无 0 其他 

谢骏 1,121,535 1,121,535 0.1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石光 1,001,025 1,001,025 0.1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国家医改走向纵深，公立医院改革、药价改革、分级诊疗、取消定点医疗机构和定

点医保药店资格审查等一系列重磅政策落地，都对医药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药品流通行业总体

运行呈现缓中趋稳的态势，医药零售业态面临经营体系重建、多维竞争的局面。医药电商的迅速

发展和“互联网+”模式的推广应用，医药物流现代化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都驱使着医药企业创

新服务模式、寻找行业发展新引擎，转型升级已成为整个医药流通产业链和商业模式发展的新常

态。 

面对全新机遇与多种挑战并存的发展环境，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努力，按照既定的发

展目标，贯彻落实董事会的战略部署，集中优势资源，整合业务板块，强化管控力度，深挖内部

潜力，推进各项工作稳步开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90,932 万元，同比降低 1.12%；净

利润 13,892万元，同比降低 25.88%。 

（一）公司内部管理工作 

1、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人民同泰登陆资本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以拥有的全部医药工业类资产及负债与哈药股份持有的医药公司 98.5%股权进行置换。2015 年 4

月，公司名称由“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简称由“三精制药”变更为“人民同泰”，证券代码保持不变（600829）。目前，公司旗

下包括两家全资子公司：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哈药集团三精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重新设计企业 VI，丰富企业文化体系。报告期内，公司聘请专业设计公司对“人民同泰”

品牌重新进行了 VI设计，诠释品牌内涵；创建了“人民同泰”官网（http://www.hyrmtt.com.cn/），

展示企业形象；复刊《哈药商报》，及时传递企业经营动态，丰富企业文化体系。 

3、整合资源，重新构建批发、零售产业格局。报告期内，按照公司主营业务板块，重新梳理

批发、零售业务架构，按业务体系进行归并，形成批发业务以药品分公司、新药特药分公司为主，

零售业务划归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店管理。经过调整，公司重新构建起批发、零售的经营格局，品

牌和资源优势更加集中。 

4、完善企业内控管理体系，修订管理制度。报告期内，公司在现有内控制度体系基础上，结

合实际业务需要及监管部门要求，聘请专业咨询公司协助公司完善内控体系，重新编制《内部控

制手册》；为全面提升企业各项管理水平，修订《企业管理制度汇编》，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139项。 

5、完善人才储备、选拔和培训机制，推进绩效考核。报告期内，公司完善人才培养通道和职

业发展规划，启动执业药师招聘计划，公开招聘选拔大学生店长进行人才储备，以专业化人员队

伍增强公司零售终端业务实力；开展各业务体系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全年共完成 8431人次、1600

学时的培训；按照绩效考核标准对各分子公司进行指标考核。 

6、以新版 GSP 认证为契机，提升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新版 GSP 标准要

求，全面强化分子公司的质量管理工作，对已经通过 GSP 认证的企业进行了全面的复检，对仓储

设备及信息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全面内审；公司各零售药店按照零售企业

180 条认证标准进行对标并加强了软硬件管理；公司有 2 个 QC 小组获全国医药行业 2015 年优秀

QC小组一等奖。 

7、社会公益活动 

公司长期以来一直秉承从商有德的企业理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致力于参加公益事业，彰显企

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报告期内，公司员工自愿无偿献血，奉献爱心；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店店员参加“让爱回家”

志愿者招募活动，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开展多场社区健康讲堂，普及疾病预防、安全用药等知识；

“六一”期间走进哈尔滨市燎原小学，给孩子送去预防疾病的药品和儿童文具；向环卫工人捐赠

防治流感药品，为他们送上健康保障；持续开展“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活动”，守护百姓健康；参加

“关注老年痴呆症，发放防走失黄手环”活动，共发放“防走失黄手环”3000余个；同时公司还

注重关爱员工，给予困难员工补助、设立互助基金，及时救助患有重大疾病职工，为全体员工办

理职工互助保障险，营造互助关爱的企业氛围。 

（二）公司主要业务概述 

1、医药批发业务 

2015 年，医药批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735,689.84 万元，同比增长 17.03%。报告期内，公司

继续巩固医疗分销和商业调拨两项核心业务，同时稳步拓展基层医疗和零售终端配送市场。 

一是密切上游供应商关系，提供增值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强化与上游重点供应商的战略合

作，通过签订大客户协议等方式开展深度合作，实施精益采购，互助互惠，共进双赢；创新服务

内容，为上游客户提供优质增值服务，保证配送及时供应，提高客户关系黏着度。 

二是巩固及提升市场覆盖，业务收入增速稳健。 

（1）医疗分销方面：报告期内实现医疗分销营业收入 493,602.20 万元，同比增长 27.10%。

公司深入调研分析市场情况，深化与医疗机构合作，加大空白医院开发力度，医疗分销业务收入

实现了较大增长。黑龙江省内三级以上医院的市场覆盖率达到了 95%以上，二级以上医院的市场

http://www.hyrmtt.com.cn/


覆盖率达到了 90%以上，并延伸至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 

（2）商业调拨及第三终端方面：报告期内实现商业调拨及第三终端营业收入 242,087.64 万

元，同比增长 0.76%。在行业集中度提高的背景下，公司通过与上游供应商协作增加分销区域及

客户，商业调拨业务保持了平稳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市场开发与拓展，强化终端服务，实现

销售网络的进一步延伸，提升终端市场覆盖率。 

三是实施“五优化”战略，提升经营质量。报告期内，为规避经营风险，公司全面实施“五

优化”战略，即“优化产品、优化供应商、优化医疗客户、优化商业客户、优化服务”，建立盈亏

平衡测算模型，对经营质量和经营数据进行量化、分类分析，有效促进资金优化，报告期末公司

经营活动现金流得到改善，公司整体经营质量提高。 

四是创新业务模式，试水县级医院集中配送。报告期内，面对新的行业趋势和市场环境，公

司密切关注基层医疗药品相关政策，加强与医院沟通，报告期内公司在省内部分县级医院尝试开

展药品集中配送业务，努力扩大合作份额。 

2、医药零售业务 

公司医药零售业务通过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店和新药特药零售药店开展。报告期末，公司旗下

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店直营门店数量为 325 家，其中哈尔滨市内门店 245 家，市外门店 80 家。报告

期内，公司零售业务凭借终端网络和规模化采购优势，提升了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

入 99,782.86 万元，同比增长 3.84%。 

一是强化集采规模优势，有效提升毛利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规模化采购优势，整

合采购渠道和资源，优化品种结构，减少库存资金占用，提高门店空间利用率，促进了毛利率水

平提升。 

二是创新经营模式，向多元业态转型。报告期内，公司顺应零售行业向大健康和多元化发展

的趋势，以“药店+便利店”营销模式布局连锁商业板块，引进日用品经营项目，向健康生活药店

转型；公司按照重新设计的 VI，升级店面形象，更换新的牌匾并装修改造门店，打造差异化竞争

优势。 

三是提供会员增值服务，提高会员消费粘性。报告期内，公司加强零售门店会员管理，开展

多场大型会员主题促销活动，为会员提供增值服务，如发放《全民健康报》、提供慢病测试服务、

利用 APP 客户端推送健康养生知识等，与会员建立牢固稳定的关系。 

四是完善 DTC 药房模式，引进高端品种。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利用品种资源优势，进一步完

善 DTC（高值药品直送）药房模式，引入部分高端 DTP 品种，通过优质高效的服务，深得上下游

客户信任。 

五是强化管控力度，实施标准化管理。报告期内，公司重新修订《门店标准管理手册》，全

面实现了标准化的门店管理，有效提升了店面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3、医药电商业务 

（1）官网运营 

公司旗下的人民同泰健康网（http://www.rmttjkw.com）作为黑龙江省第一家网上药店，依托

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店，经营品种近五千种，其中包括药品、中药饮片、滋补保健、医疗器械、化

妆品、日用品等。 

（2）第三方平台的电商业务 

公司已陆续入驻天猫医药馆-哈药大药房旗舰店（http://rmttdyf.tmall.com/）及京东医药馆-人

民同泰大药房旗舰店（http://rmttdyf.jd.com/）。 

（3）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多渠道 O2O 营销网络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互联网移动技术，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互动的销售模式，以零售实体门

店网络为基础，通过微信平台和 APP 客户端,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药直送业务，启用第三方快递

进行送药服务，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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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报告期本公司合并范围包括母公司及 2 家子公司，与上期相比变化较大。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进

行了重大资产置换，医药工业类资产置出，医药商业类资产置入。详见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披露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