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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1                       证券简称：东富龙                     公告编号：2017-020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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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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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无保

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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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337,04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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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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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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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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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一家为全球制药企业提供系统化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可以提供“一站式”的

整体交钥匙服务。服务范围从单机、系统到工程；从原料药（化学药合成、中药提取、生物

原液）到制剂（注射剂、口服固体制剂）。东富龙自创立以来，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锐意

进取，东富龙已有超过6000多台制药设备、600多套药品制造系统服务于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千家知名制药企业，并已成功进入到北美、欧洲等市场。公司主要产品广泛应用于生

物制品、疫苗、血制品、抗生素、化学药品、诊断制剂、保健品、兽药、中药西制等领域。

在制药装备领域，公司通过不断进行技术升级与创新，向高端化制造与智能制造迈进，立足

无菌注射剂设备，做强原料药设备，布局生物工程产品设备和口服固体制剂设备，未来致力

成为综合性制药装备主流服务商。 

近几年，我国制药装备行业作为制药工业发展的“后盾”，随着新版GMP的颁布实施，

制药装备行业已初具规模，新产品日益增多，技术水平得到大幅提高。经过不断的开拓和积

累，我国制药装备行业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研发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中高端市

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药装备制造商。随着制药装备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未来我国制药

装备企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制药装备企业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创新管理模式，才能在激烈竞争中保持活力和持续性发展。 

报告期内，制药工业增速放缓，同时随着制药行业新版 GMP认证高峰结束，制药工业

的需求将有所回落，制药装备行业进入产能调整、智能化升级的新阶段。制药装备行业产品

同质化严重，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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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7,836,602.18 1,555,556,069.80 -14.64% 1,258,693,70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34,511,455.94 386,685,252.56 -39.35% 335,411,14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243,709.88 363,056,066.05 -46.77% 312,732,19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07,413,338.39 140,664,561.19 -23.64% 55,060,5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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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62 -40.32% 0.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62 -40.32% 0.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2% 14.11% -5.99% 13.5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4,198,018,567.68 4,062,213,760.37 3.34% 4,168,002,52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923,016,023.11 2,870,835,101.80 1.82% 2,603,550,8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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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577,128.34 301,904,116.16 261,098,174.02 340,257,18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366,653.11 56,267,481.85 42,888,203.83 48,989,11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209,804.49 42,645,845.53 40,485,235.47 28,902,824.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98,598.23 30,461,947.95 -4,829,835.67 100,779,8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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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8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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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5% 384,856,416 288,64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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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0.48% 3,05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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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兴全绿色投资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法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7% 2,999,830    

刘志强 境内自然人 0.44% 2,763,487    

林曙阳 境内自然人 0.40% 2,514,80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35% 2,21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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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 1,864,718    

彭太平 境内自然人 0.29% 1,820,000    

梅青华 境内自然人 0.29% 1,8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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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

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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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主营业务，持续关注制药行业发展及市场动态与机遇，加快制药装

备领域的创新和发展，积极推进新产品及新技术的研发投入。2016年，公司在注射剂制药装

备领域，大力发展系统总包项目，全隔离器Isolator项目持续增长，同时在复杂注射剂项目上

成功突破；生物工程设备进入血液制品、动物疫苗、人用疫苗等领域；口服固体制剂设备向

系统化项目延伸；受益于智能制造的政策导向，医药生产过程信息化、自动化、计算机验证

的应用呈加速推广和普及态势，东富龙智能MES系统取得良好市场反馈。随着公司在国际市

场的布局和深入推广，品牌知名度和口碑持续增长，在欧美市场和新兴市场推进系统化设备，

国际订单持续向好，相比去年增长20%以上。 

在医疗领域，在综合考量了前期“魏则西事件”所引发的对于免疫细胞临床应用的国家

政策趋严化和市场预期保守化，以及报告期内国际行业前沿技术及产品研发进入瓶颈期，并

因临床医疗技术的特殊性风险等复杂因素，公司重新调整精准医疗领域的布局和规划。未来

将以上海溥生为平台，就免疫细胞相关细分领域开展实验室研究，并利用上海伯豪在基因诊

断和科研服务等领域进行有关精准医疗方向的资源整合。 

近两年，受到新版GMP认证结束和制药工业发展状况的影响，制药装备行业的需求下降，

市场竞争激烈。同时，公司无菌注射剂系统化和工程总包项目占比增加，设计、生产制造、

安装调试等更为复杂，客户验收环节和流程增多，销售订单的收入确认周期延长。受上述因

素的综合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相比上年同期下降。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2,783.6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451.1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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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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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冻干机 227,554,301.29 97,174,765.07 42.70% -2.28% -4.95% -13.40% 

二、冻干系

统设备 
568,408,211.91 282,810,506.33 49.75% -24.25% -23.79% -0.80% 

三、净化设

备及工程 
154,357,940.88 28,679,608.38 18.58% 26.64% 2.54% -4.37% 

四、其他制

药设备 
290,496,042.78 95,377,261.00 32.83% -16.57% -32.08% -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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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受到新版GMP认证结束和制药工业发展状况的影响，制药装备行业的需求下降，

市场竞争激烈。同时，公司无菌注射剂系统化和工程总包项目占比增加，设计、生产制造、

安装调试等更为复杂，客户验收环节和流程增多，销售订单的收入确认周期延长。受上述因

素的综合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相比上年同期下降。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2,783.6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451.1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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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执行《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和财政部

2016年12月3日发布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税[2016]22号），公司进行相应的会计政

策变更，并于该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政策。 

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 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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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附加”项目。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河道管理费从“管

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5月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期金额

1,624,551.76 元，调减管理费用本

期金额1,624,551.76元。 

（3）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

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值税

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

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

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10,806,845.06元，调增应交税费期

末余额10,806,845.06元。 

（3）按照增值税制度确认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点早

于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确认收入或利得的时点的，

应将应纳增值税额，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按照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确认收入或利得时，应按扣除增值税销项

税额后的金额确认收入。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 增 应 收 账 款 期 末 余 额 

3,145,464.52 元，调减预收款项期

末余额52,754,579.66元，调增应交

税费期末余额55,900,044.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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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范围的增加： 

1、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瑞派机械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3,500万元收

购并增资上海涵欧制药制药设备有限公司，持股70%。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东富龙医疗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注册成立重庆精

准医疗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于2016年2月完成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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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效东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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