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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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姚立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徐胜锐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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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403,42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

（含税），送红股 1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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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仁药业 股票代码 3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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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聪 蔡艳艳 

办公地址 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株洲路 187 号 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株洲路 187 号 

传真 （0532）88702625 （0532）88702625 

电话 （0532）88701303 （0532）88701303 

电子信箱 huaren@qdhuaren.com huaren@qdhuare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以大输液、血液净化产品为核心布局大健康产业。公司主要从事非PVC软袋大容量制剂的研发、生产、销

售。近几年，公司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目前业务涵盖输液、血液净化、医疗器械、包装材料、医药流通等多个领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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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青岛华仁肾病医院完成改造与装修，围绕大健康产业，公司主营业务逐步从医药领域向“医药+医疗服务”领域延伸。 

2、公司的主要产品 

公司拥有国内最大的非PVC 软袋输液单体生产工厂，拥有基础性输液、治疗性输液、营养性输液、腹膜透析液等66个

品种135个规格的产品，目前年输液生产能力达5.3亿瓶袋，覆盖 50—3000毫升全部规格。 

基础性输液包含葡萄糖注射液、氯化钠注射液等大容量注射剂等用于补充人体电解质，维持酸碱平衡的药品及生理氯化

钠、甘露醇、灭菌注射用水等手术用冲洗液。 

治疗性输液包含羟乙基淀粉、长春西汀、甘油果糖、卡络磺钠和血液滤过置换液等主要用于抗感染、补充血液及循环系

统类等27个品种。 

营养性输液包含复方氨基酸注射液（3AA）和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等适用于不能口服或经肠道补给营养，以及

吸收障碍，营养不能满足需要，需要注射氨基酸以满足机体合成蛋白质的需要的患者。 

腹膜透析液是国内唯一批量上市的非PVC包装产品，主要治疗终末期肾病（肾功能衰竭），是以人体腹膜为半透膜，腹

膜毛细血管与透析液之间进行水和溶质的交换，通过溶质浓度梯度差可使血液中尿毒物质从透析液中清除，并维持电解质及

酸碱平衡，代替了肾脏的部分功能。 

医疗器械产品主要包括腹膜透析外接短管、一次性使用腹透引流袋等腹膜透析液配套产品，及切口牵开保护器、一次性

套管穿刺器及一次性标本取物器等用于外科手术能够解放医生双手的一次性高值医疗耗材。医药包装材料主要为输液产品上

游的非PVC膜材和口管、口盖、胶塞等。 

3、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集中采购管理制度，由采购中心统一负责原料、辅料、内包材、外包材的采购供应，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

正常进行。采购中心与质量中心、生产制造事业部负责筛选供应商，从选择供应商开始严格把关，经过现场审查后，选择具

备供货能力、质量管理体系完备、管理规范的生产企业作为公司的合作伙伴，按年度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采购物料入库之

前，仓库收货后挂待检标识，发出请检，由质量中心取样检测并出具检验报告书，经评价可以放行的物料正式入库，挂合格

标识。 

生产模式 

公司严格按照GMP的要求组织生产，将GMP标准作为所有创新管理和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基础，在采购、生产、研发、

质量、设备管理、运输等方面全面执行；在药品的整个制造过程中，质量管理部门对原料、辅料、包装材料、中间产品、成

品进行全程检测及监控，确保产品质量安全。以TGA认证为契机，吸收国际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提高管理标准和产品质

量标准要求，并不断对其他车间及子公司进行应用性复制。 

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的销售模式为以自主开发为主，经销代理为辅的模式。报告期内，公司推行营销改革与创新，对营销中心组织

架构进行调整，整合输液、血液净化、新药、医疗器械等四个产品模块的销售资源，以公司品牌、物流、财务、信息系统为

依托，启动营销中心全员（跨产品线）开发销售策略，以整合公司业务，集合各产品线资源，加大销售推广力度。 

4、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近年来，随着医保支付系统的不断健全及医疗保健需求的不断增长，医药制造行业保持了持续增长。但随着医改政策向

纵深推进，行业增速有所放缓。2016年是医药行业的政策大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十三五规划” 、“健康中国

2030”、“医药工业发展规划”的相继发布，指明了我国未来医药行业发展方向。卫计委、药监局、人社部等多部委均有重要

政策落地，一致性评价、优先审评、关联审评、医保支付制度、国家药价谈判、两票制、营改增、新版医药目录等密集出台

的政策将医药行业推向风口浪尖。 

展望未来，整个行业呈现出市场需求稳定增长、技术进步不断加快、产业政策更加有利、行业监管持续强化、医改政策

不断完善的趋势，医药行业面临着较好的发展机遇。而“互联网+医疗”、“分级诊疗”、“强基层”建设及社会资本办医、医师

多点执业铺开等多措并举，也将推动医药行业及健康产业的持续创新。但与此同时，前期支撑我国医药工业高速增长的动力

正在减弱，随着公立医院改革、医保控费、药品招标降价、医药监管趋严等政策的实施，各种约束条件不断强化，结构性矛

盾进一步凸显，医药行业将进入深度调整转型期，细分行业将加速分化。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与人民身心健康、生活水平、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行业之一，具有较强

的刚性需求，受宏观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特点。 

公司在非PVC 软袋输液市场占有率为前三甲。腹膜透析液产品是公司近几年重点推广的产品，是国内唯一一家批量上

市的非PVC产品。经过近4年的推广，市场占有率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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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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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248,972,198.38 1,105,896,042.13 12.94% 916,761,35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46,244.71 22,936,498.88 4.40% 56,153,98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555,991.29 20,049,637.32 42.43% 57,335,597.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650,110.18 18,766,954.90 867.93% 65,562,085.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3 0.0344 5.52% 0.08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3 0.0344 5.52% 0.08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 1.57% 0.08% 3.79%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724,915,464.19 2,748,766,936.32 -0.87% 2,621,597,84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64,671,074.11 1,440,724,829.40 1.66% 1,479,704,5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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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136,950.69 306,104,012.14 326,777,115.50 339,954,12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8,843.11 672,488.39 10,986,440.46 9,898,47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27,233.11 1,427,742.82 12,667,227.75 11,633,787.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51,576.01 11,801,367.36 84,125,401.00 77,271,76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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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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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永裕恒丰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76% 110,180,000  质押 88,080,000 

华仁世纪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17% 99,721,148  质押 84,720,000 

永裕恒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70% 63,751,400  质押 63,751,000 

红塔创新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31% 61,21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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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江 境内自然人 0.84% 5,491,150    

张明顺 境内自然人 0.76% 5,005,226    

胡甘棉 境内自然人 0.70% 4,578,587    

田峰 境内自然人 0.69% 4,517,07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医疗保

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1% 4,000,000    

马洪荣 境内自然人 0.48% 3,12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广东永裕恒丰投资有限公司和永裕恒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十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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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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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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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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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2016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公司第二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是调整、改革、发展和创新的一年。控股

股东的变更为公司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围绕“调整思路，创新盈利模式”的指导思想，一年来，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不

断地贯彻与落实，通过创新营销模式、开拓营销市场、丰富营销策略、减应收、降库存、控成本、增效率等措施，以业绩为

导向，以盈利为中心，进一步提升管理，顺利推动了公司在经营、销售和管理模式上的改革，经营业绩恢复增长态势，实现

了公司第二个五年规划的良好开局。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概述如下：公司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24,897.22万元，同比增长12.94%；营业利润3,223.75

万元，同比增长4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94.62万元，同比增长4.4%。 

一、控股股权变更 

2016年7月9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华仁世纪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永裕恒丰投资有限公司和永裕恒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 并在此后顺利完成了股权的交割手续，广东永裕恒丰投资和永裕恒丰投资管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变更为周希俭先生。 

二、改革与创新 

1、全力推进营销改革工作 

面对新的竞争环境与发展趋势，公司在7-9月份制定并完成了销售改革整体方案。在此次销售改革中，公司整合各产品

线资源，优化营销组织架构，明晰责权利，完善激励机制，激发销售团队的活力，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业务增量。 

（1）引入共创、共享、共赢的理念，鼓励销售人员创业，提高销售积极性。共享资源、分享利益、共赢未来，以销售

为先导，集合、共享销售资源，完善激励机制。 在此次销售改革中，公司整合原有的输液、血净、新药、器械四个产品线

成立营销中心，启动营销中心全员（跨产品线）开发销售策略，推广“千人创业计划”，“人人是经营者”的理念，打破了原有

的销售体制，打破了各个销售单元间的限制，从责权利对等方面入手，对新的销售体制进行了设计，最大程度上激发了各销

售人员的积极性，激发销售团队的活力，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业务增量。同时加强公司对销售业务的服务和支持力度。 

（2）设立营销风险体系，规范营销推广动作。为了明晰责权利，公司在此次销售改革中，调整组织架构，加强顶层架

构设计，重建营销商务体系，构建高效的新型渠道结构和营销渠道模式，重构新型医药营销合作生态体系，增设风险屏障，

实现自营营销转型。同时，注重流程和结果的合规控制，增强公司风险防范能力，为营改增+两票制政策的执行夯实基础。 

2、调整组织架构，加强风险管控 

（1）为优化管理体制，明确职责权利，调整对高管团队的分工，并对高管团队的薪酬进行调整。 

（2）为加强顶层架构设计，新设战略发展中心、法律事务部、风险控制部、安全生产部，分工协作，在支撑业务快速

发展的同时全面提升经营风险的控制能力，为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3、成立清欠小组，重点清理应收账款 

公司成立了专门工作组，重点清理应收账款工作，制订压缩账期激励方案。截止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172.31天，

周转速度较去年同期加快4.55天。 

4、对亏损板块的业务经营进行监控，制定减亏及风险防范对策 

公司对亏损的商业板块业务经营进行监控和调研，制定相应减亏和风险防范对策，对盈利能力差业务拟通过引入新品种、

新业务模式等方式予以解决。 

5、聚焦战略品种，调整研发思路 

2016年研发工作面临药品监管变革，从要求一致性评价到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再到药包材与辅料的关联审评，步步体现

国家药品监管不断与国际接轨。在这种背景下，针对公司研发质量不高的现象，公司对现有研发项目进行梳理，并调整研发

思路，集中优势资源于重点战略品种，全力加快推动重点项目的研发进程。  

三、经营计划的执行情况  

1.销售改革激发销售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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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输液（主要包括大容量注射剂和冲洗剂）是目前公司体量最大的板块。报告期内，在“限输、限抗”的政策环境下，

输液市场容量逐步萎缩。公司主动调整产品结构，降低日照公司塑瓶、玻瓶产品的产销量，主推双管双阀产品，通过销售改

革，提升销售人员积极性，提高销量，加速释放产能。 

腹膜透析液产品是公司近几年重点推广的产品，也是公司利润新的增长点。2016年度，销量和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15%

和14%，患者数量同比增长12.48%，市场占有率逐年提升，其中山东、安徽、重庆等三个区域的市场占有率均达到或超过50%。

通过销售改革的实施与应收账款的全面压缩政策，开源节流，腹膜透析业务下半年扭转亏损局面。公司的腹透液产品是国内

唯一一家批量上市的非PVC包材的产品，在近几年的市场推广和患者使用过程中，该优势逐渐显现。报告期内，被纳入国家

科技部十二五支撑项目的华仁与百特产品的多中心临床比对试验完成了中期结果评价，试验结果更凸显了非PVC腹透液的产

品优势。评价结果显示，超滤效果及主要疗效指标华仁组均高于百特组，其它临床指标与百特组无显著性差异，为公司腹透

市场的拓展与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公司将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加大腹膜透析液产品的推广力度，提高公司核心竞争

力，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的治疗性输液产品（以下简称“新药”）是公司的重点推广领域，目前主要有27个品种，公司重点推广羟乙基淀粉、

长春西汀、甘油果糖、卡络磺钠和血液滤过置换液等高毛利产品。 

医疗器械重点推广的产品主要包括：切口牵开保护器、标本取物件、套管穿刺器等能够解放医生双手的高毛利耗材产品。 

2.聚焦战略品种的研发并取得较好进展 

公司的研发工作主要围绕输液、血液净化和肠内肠外营养产品展开。2016年，公司已完成战略品种中性腹膜透析液（公

司战略合作项目）的工艺验证，完成了复方醋酸钠电解质注射液和平衡盐冲洗液两个高附加值的电解质品种的申报。公司与

美国Austarpharma公司合作研发的缬沙坦片剂项目于2016年11月获FDA批准，这为公司未来效益的增长带来了新的契机。取

得呼吸振荡排痰机Ⅱ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同时，2016年公司还通过了国家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定，共申请专利74项，专利授

权45项。 

    报告期内，根据国家食药监局最新的有关药品审评、审批政策，因部分产品申报时间较早，根据当时药品注册管理法规

及技术标准进行的研发，与国家食药监局发布的新药品注册管理与技术标准相比，存在不匹配之处。公司的奥硝唑氯化钠注

射液申报生产项目由于前期申报材料中的工艺验证信息不全被退审，羟乙基淀粉130/0.4氯化钠注射液由于质量研究部分与目

前技术标准要求相比存在差异被退审。公司申报临床的腹膜透析液（碳酸盐）、中性腹膜透析液（乳酸盐）、中性低钙腹膜

透析液（乳酸盐）由于国家食药监局对所涉药品包装容器审评政策法规要求的变化被退审。由于药品研发周期长且不确定性

高，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研发，严格管理药品研发项目，降低研发管理风险。 

3.重点投资建设项目进展顺利 

1）日照公司腹透车间建设项目。该项目于2015年10月13日动工，历经项目设计、考察招标、土建施工、安装工程、调

试验证等阶段，目前已接近尾声，计划2017年6月份完成新版GMP认证，并于下半年正式投产。 

2）青岛华仁肾病医院建设项目。定位国际标准、中国典范、国内市场，总投资6,253万元。总运营面积10,660㎡，设置

床位100张，血透机100台。一期运营面积4,000㎡，床位50张，血透机30台。可开展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肾病综合诊疗等

诊疗服务。该项目已完成改造装修工程和相关医疗设备采购及部分医务人员招聘。并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和设置医疗机构批

准书。 

3）生产车间GMP认证工作。湖北公司于2016年3月通过了GMP认证，并于2016年6月末顺利通过500ml葡萄糖氯化钠注

射液等共计6个品种18个品规的委托生产的现场核查，并于2016年7月12日取得委托生产批件，正式投产运营；青岛公司六车

间2208生产线顺利通过增加注射剂品种GMP认证，为满足公司产品在全国市场的供应提供了保障。 

4.经营管理持续改善 

两化融合，生产成本降低。2016年生产单元与市场保持良好的沟通，采用以销定产的方式组织生产供应，实现生产组

织平顺化。2015年11月公司启动了两化融合《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管理体系》贯标项目，并于2016年10月1日获得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的高度融合降低能耗，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人均劳效和资源调度能力。在车间

内部，以“控费用，降库存，省成本，提质量”为工作重点，依托两化融合的优势，在材料、能耗、人工成本上涨的情况下，

单袋成本下降2.69%，成品库存周转率提升6.7%；批合格率100%。 

内控体系建设逐步完善。2016年，公司重点抓风险控制，通过营销风控体系的设立、制度流程的梳理推进内部运营风

险控制工作。审计部通过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形成内控评价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改进。法律事务部遵循事前预警、

事中控制、事后处理的原则，从合同的标准化建设、法律相关制度的梳理和调整入手，降低合同签订及运行风险，并着重做

好事前预警和事中控制工作，为企业的健康合法运营保驾护航。 

产品质量持续改善。 2016年公司继续推行全员全面全过程质量管理，生产过程以提高规程执行力为抓手，采用日常监

督与突击检查相结合的管理模式，通过规程的执行，落实法规；规范了研发端、销售端的管理流程，保证质量体系的完整性。

建立了委托生产监督制度，通过现场审计、规范质量信息传递等方式，进行委托生产质量的监控。以TGA认证为契机，吸

收国际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提高管理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要求，推行全供应链的质量管理理念，并不断对其他车间及子公

司进行应用性复制。2016年度共注册课题73个，完成QC小组课题60个，完成率为82%，较去年增长2.7%，其中3个QC小组

获得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4个荣获全国优秀质量信得过班组称号。 

文化建设、品牌宣传有突破。积极宣贯企业文化，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文化内涵，实践公司核心价值观，增强员工的

参与感、荣誉感和归属感。公司一直坚持品牌战略，不断提升企业品牌价值，通过建立品牌架构和品牌传播策略，统筹公司

的品牌营销活动。通过华仁杯-最具领导力医院院长评选、全国药交会等活动，广泛展开公司品牌宣传，加深客户及潜在客

户对华仁药业的了解。2016年9月，公司再度获得“2016年亚洲品牌500强”殊荣，同时还获得“亚洲十大最具影响力品牌”大奖。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从事药品、生物制品业务》的披露要求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报告期内，复方醋酸钠电解质注射液、平衡盐冲洗液新进入到省局注册阶段。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进入到注册程序的药品

如下： 

序号 药品名称 注册分类 适应症/功能主治 注册所处阶段及进展情况 

1 转化糖电解质注射液 化药6类 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扩容药 申报生产待国家局审评 

2 转化糖注射液 化药6类 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扩容药 申报生产待国家局审评 

3 复方甘露醇注射液 化药6类 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扩容药 申报生产待国家局审评 

4 复方乳酸钠山梨醇注射液 化药6类 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扩容药 申报生产待国家局审评 

5 复方电解质注射液 化药6类 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扩容药 申报生产待国家局审评 

6 醋酸钠林格注射液 化药6类 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扩容药 申报生产待国家局审评 

7 眼内冲洗灌注液 化药6类 皮肤及五官科药物 申报生产待国家局审评 

8 低钙腹膜透析液（乳酸盐） 化药6类 肾脏/泌尿系统疾病用药 申报生产待国家局审评 

9 盐酸托烷司琼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6类 预防和治疗癌症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申报生产待国家局审评 

10 血液滤过置换基础液 化药6类 肾脏/泌尿系统疾病用药 申报生产待国家局审评 

11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 化药6类 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扩容药 申报生产待国家局审评 

12 15%复合氨基酸注射液（17AA） 化药3类 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扩容药 申报临床待国家局审评 

13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C8-24） 化药6类 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扩容药 申报生产待国家局审评 

14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Ⅱ） 化药6类 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扩容药 省局注册阶段 

15 混合糖电解质注射液 化药6类 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扩容药 申报生产待国家局审评 

16 复方氨基酸（15）双肽（2）注射液 化药6类 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扩容药 省局注册阶段 

17 复方醋酸钠电解质注射液 化药3类 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扩容药 省局注册阶段 

18 平衡盐冲洗液 化药3类 外科冲洗、灌洗、清洗 省局注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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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性输液 696,622,535.27 320,072,900.97 54.05% 7.87% 3.48% 3.74% 

治疗性输液 250,805,334.68 124,445,013.06 50.38% 8.61% -3.99% 14.84% 

其他 301,544,328.43 244,787,242.73 18.82% 31.58% 43.44%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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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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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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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8日公司认缴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经青岛市崂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

册设立了青岛华仁肾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取得注册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212MA3C2CFN02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于2016年年12月拨

付了部分流动资金给该公司开始筹建，公司拥有对该公司的实质控制权，故自拨付第一

笔资金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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