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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2017-012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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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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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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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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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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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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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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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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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25,379,667,502.88 21,727,383,494.05 16.81% 18,947,379,09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6,591,698.47 1,096,912,432.06 31.88% 756,669,41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11,377,541.35 1,065,040,214.49 32.52% 738,370,75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6,962,807.82 658,536,256.76 104.54% 740,854,724.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00 2.53 18.58% 1.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00 2.53 18.58% 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9% 42.98% -20.79% 30.3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14,456,428,696.84 11,417,177,804.02 26.62% 9,007,197,59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278,523,919.24 2,971,056,992.71 144.98% 2,267,014,99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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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5,697,645.94 6,077,927,177.23 6,676,324,895.23 6,459,717,78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4,837,683.12 388,251,014.19 372,223,116.99 251,279,88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5,161,251.90 388,120,476.51 370,959,865.99 227,135,946.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9,505,186.12 1,630,502,449.61 -547,164,730.08 883,130,2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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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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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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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41.77% 203,038,377 48,930,945 冻结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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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 质押 99,130,945 

杭州华东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46% 80,000,000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

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其他 1.42% 6,884,895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二组合 
其他 1.31% 6,374,63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六组合 
其他 1.23% 5,996,047    

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

分红
-019L-FH002

深 

其他 0.90% 4,39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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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 3,487,211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医疗健

康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1% 2,984,029    

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

分红
-018L-FH002

深 

其他 0.57% 2,75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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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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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公司债 
15 华东债 112247 2020 年 05 月 19 日 98,950 4.7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支付了第一期债息。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本公司评级制度相关规定，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

评级机构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

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期内，本公司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发行的2015年公司债券

（简称“15华东债”）进行了2016年跟踪评级，跟踪评级结果为：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级别 AA，维持“15华东

债”信用级别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详见公司于2016年5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2016年跟踪评级报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217,036.66 175,056.85 23.98% 

流动比率 202.50% 131.00% 71.50% 

资产负债率 47.14% 71.59% -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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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动比率 149.16% 95.40% 53.76%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1.85% 21.42% 10.43% 

利息保障倍数 23.5 8.84 165.84%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9.71 8.42 134.09%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6.02 9.72 167.70%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是公司第五个三年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国内实体经济发展持续减速，医改政策多变的严峻形

势下，全体华东药人努力拼搏，积极应对，继续坚持以市场为中心推进各项工作改革，抓好生产、营销、

科研与管理方方面面工作，顶着压力往前冲，按照“坚持组织革命，优化企业生态，加快技术革命，增强

发展动力”总体管理思路，各部门、系统和子公司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实现了年度改革与经营目标的双

丰收，顺利完成了2016年的经营目标任务，医药工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突破五十亿元，医药商业也继续保

持业务的稳定增长，完成了省内网络与业务的进一步覆盖，实现了公司第五个三年规划第一年的开门红，

使公司连续十七年保持了稳健与较快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3.80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6.81 %；实现净利润15.36亿元，较上年

同比增长33.26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4.47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31.88 %。截至2016年底，公司

资产总额 144.5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72.79 亿元，资产负债率47.15%，报告期内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47亿元。 

2016年生产公司以“三个面向、三个下沉”（即面向科研、面向市场、面向基层；组织下沉、业务下

沉、管理或服务下沉）为指导方针，继续深化以划小核算单位为中心内容的生产组织改革工作，推动考核

下沉、分配下沉。大力开展生产公司的技术革命，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面对研发、

临床、生产验证和检查认证数量和规模全线增长的压力，克服场地紧张困难，合理配置生产公司人、财、

物资源，保障市场供应，尤其重点确保冬虫夏草菌粉及阿卡波糖原粉的市场需求，圆满完成G20峰会期间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的安全保障和全年市场保供任务。集中技术力量顺利通过了阿卡波糖原料2015版药典标准，并保证产品

100%符合新药典标准。各车间全面夯实基础管理、改善生产现场面貌，顺利通过了百令、卡博平等口服固

体制剂GMP认证及多个原料药FDA认证。2016年公司还全面启动实施了“中试中心”重点建设项目，建立中

试平台建设专项小组，统筹协调四个中试平台（包含小分子原料药、微生物中试、制剂中试、大分子中试）

的建设工作，打造从“小试一直至上市初期”完整的制药工程技术创新链，形成公司真正意义上的“生产与科

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和科研系统紧密配合，继续深化科研与生产的移交管理，逐步形成统一的注册

报批和移交生产的管理体系，有效推进移交和报批速度；对临床样品制备场地和时间进行规划，内联外合，

按计划完成阶段性研发任务。与华东医药新药研究院紧密合作，在各项目研发团队的共同努力之下，全年

共取得了甲磺酸伊马替尼片、利奈唑胺片等13个临床批件，获得了百令颗粒剂、吲哚布芬片、地西他滨原

料及制剂4个生产批件，另外还储备了一批有竞争力的创新和首仿产品；为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技术进步

和创新，公司成立了质量管理委员会，建立了质量例会制度，制订了质量管理考核条例并实施了量化考核；

成立了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领导及工作小组，具体协调和落实推进各项目按计划开展。报告期内中美华

东还启动了政府质量奖申报工作，年内已顺利完成了区、市两级现场评审；国际认证工作也有序推进，质

量系统在生产科研部门的配合下，完成了泮立苏粉针国内首家向美国FDA递交ANDA申请并受理，启动了

他克莫司胶囊在海外的临床研究，目前临床实验进展顺利。 

公司江东年产1200吨发酵冬虫夏草菌粉项目（一期项目）经过3年多紧张的项目建设，顺利通过GMP

现场核查并按计划于2016年7月正式投产，实现了公司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生产向江东基地的整体转移。整

个项目集中布局，规模化生产，全程采用智能生产自控系统和自动仓储管理系统，实现生产过程监控、数

据收集和报警的自动化，人员配置减少一半，人均劳动效率明显提升，生产能力较原场地提升1倍。该项

目是浙江省重点工业建设项目，浙江省重大产业示范项目，杭州市工业统筹重点创新项目。该项目的正式

投产，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公司的发酵虫草菌粉产能不足的问题，也为公司祥符厂区后续进一步开展场地

改造和提升创造了条件。目前，公司江东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已完成规划论证和前期设计，并与开发区达成

223亩用地协议，将作为公司未来阿卡波糖、多肽类胰岛素、超级抗生素、中药制剂以及出口制剂产品生

产基地。 

2016年，公司以“创新、联动、共建、双赢”为主题，成功组织召开了“华东医药S20核心供应商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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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供应商开展战略协同合作和联动，创新合作模式，在探索建立有华东特色的供应链体系方面取得了

积极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环保节能工作和员工职业健康，明确安全环保控制目标；坚持安全发展、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充分利用信息化工具，把信息化、自动化改造与安全环保管理升级有机结合；加强

空气质量监测，研究各类能源的节约循环利用，继续做好安全环保培训，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持续以“零

容忍”的态度开展安全环保工作，使公司的安全环保工作要求成为每个员工的自觉行为，实现企业的健康、

持续发展，努力践行企业公民对社会应尽的环保职责。 

产品营销方面，公司坚持市场营销改革和创新不动摇，以改革求发展，以改革求进步，改革与发展

形成了良性互动。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以“三个下沉“为指导方针，以划小核算单位、简政放权为核心内

容，以大力拓展地县级医院的终端市场为主要目的的第二阶段组织架构深化改革工作，大刀阔斧地把27个

大区进一步拆分为96个大区（省区），启动了华东医药发展史上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近3000人）、

范围最广（涉及全国市场）的一次组织架构的重大改革。 2016年中美华东营销系统克服招标降价及二次

议价的种种困难，加快基层营销队伍建设，加快县级医院与社区医院开发，全面完成了年度销售目标，并

实现了公司重点核心品种百令胶囊销售收入突破20亿元，卡博平销售收入达到15亿元的既定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商业努力在经营模式上从传统医药流通企业向综合性健康服务供应商转型，从

以产品为中心的推广营销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营销，坚持和创新传统医药流通业务，发展顺应时代趋

势的特色化大健康产业，两者协同发展。华东医药（商业）的传统优势在于业务规模与覆盖浙江全省的经

营网络，医药流通业务深耕浙江市场，继续坚持全产品（药品、药材、器械）、全客户（医疗、零售、分

销）、批零一体化的模式，对接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的“三流合一”新平台，狠抓“订单满足率”与“配送及时

率”两个核心指标，并依托“药事增值服务”增强医院客户粘性，以城市社区医疗与县级医院为重要发展机遇，

省内各地市均已设立区域子公司或办事处，贴近市场与客户，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把传统的优势进一步

发挥好。 

子公司华东宁波公司专注于创新和专业化推广，在医美和大健康领域精耕细作，代理的进口美容产

品伊婉连续三年保持100%以上增长，2016年销售突破4亿元，已成为公司子公司中商业模式成功转型的代

表。 

公司医药商业旗下零售连锁企业积极探索产品+服务的发展道路，积极介入慢病管理，对接医院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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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配。目前已有三大平台运行，包括社区平台、大医院平台以及移动医疗平台。 

供应链公司快速发展第三方物流业务，整合各分、子公司物流资源，创建全省一体化管理运作模式，

年内新启用的TMS项目弥补了公司在医药物流运输管理信息系统领域的空白。经过各部门努力，2016年11

月公司取得了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我司开展多仓协同运营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将进一步

推动公司供应链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华东医药商务网已成为国内最具有影响力的医药B2B电商平台之一，既对接省集采平台，也支撑自

营业务。全年完成销售106亿元，订单达到72万余笔，获得省电子商务促进会先进单位称号。 

公司同时在传统医药商业的观念、组织架构与商业模式上持续改革,引进互联网思维，接轨国际，发

展特色大健康板块，在原有华东健康馆、采薇坊中药香文化、悦可美容基础上，新设杏联诊所子公司，希

望通过挖掘商业平台化价值，搭建“健康指针”医养护平台，串联医疗、养护、慢病管理的服务营销模式，

继续向着为服务大众，建立“没有围墙的养老院”的目标努力。 

2016年公司根据发展需要，在管理人员与科技人员中正式试行了职业发展通道，任命了第一批高级

主管与业务经理；不断推进“划小核算单位”和“量化细化考核”，继续做好控员增效，建立试点KPI指标库，

优化二级考核方案；强化人力信息化平台建设；构建国际化人才英语能力测评机制，持续推进干部员工英

语学习，营造自主学习氛围；加强对人力资源数据的管理与信息的共享，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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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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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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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1）因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而增加子公司： 

2016 年 5 月 6 日本公司注册设立了杭州杏国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本公司出资

5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拥有对其的实际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 

2016 年 5 月 24 日子公司杭州杏国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设立了杭州杏联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杏

国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5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拥有对其的实际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

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016年 04月 18日孙公司宁波幸福缪斯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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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对其的实际控制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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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说明 

根据本公司与樊立、林乐宁、唐翠玉签订的《关于烟台瑞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书》，

本公司出资 2,168.19 万元收购烟台瑞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1%的股权，故自 2016 年 12 月起本公司将其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烟台瑞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3 月 6日，注册资本 300 万元。 

 

2、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本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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