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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8                           证券简称：振东制药                           公告编号：2017-021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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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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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瑞霖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宋瑞卿 

李明花 董事 个人原因 刘近荣 

王智民 董事 个人原因 董迷柱 

杜冠华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余春宏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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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为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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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77933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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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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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东制药 股票代码 30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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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潞宏  

办公地址 山西省长治县光明南路振东科技园  

传真 0355-8096018  

电话 0355-8096012  

电子信箱 zqb@zdj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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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属于国内大型综合性医药企业，主营业务包括中药材种植开发、中成药研发生产销售、化学原料

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销售、经营医药产品批发及零售等。主要生产抗肿瘤、心脑血管、抗感染、消化系统、

维生素营养、呼吸系统、解热镇痛、神经系统等八大用药系列，拥有11个剂型共600个品规，其中257个产

品被2017版《国家医保目录》收录，属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规156个。拥有13个独家产品或剂型。 

（二）主要产品 

 

产品系列 主要产品 功能主治/适应症 

抗肿瘤药 复方苦参注射液 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散结止痛。用于癌性疼痛的出血。 

抗肿瘤药 比卡鲁胺胶囊 与促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LHRH）类似物或外科睾丸切除联合应

用于晚期前列腺癌治疗。 

抗肿瘤药 注射用香菇多糖 用于恶性肿瘤的辅助治疗。用于各期各种肿瘤的治疗。 

心脑血管药 舒血宁注射液 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用于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心

绞痛、脑栓塞、脑血管痉挛。 

抗感染药 注射用氟氯西林钠 可用于耐青霉素的葡萄球菌及各种敏感菌引起的感染。 

消化系统药 胶体果胶铋胶囊 用于慢性胃炎及缓解胃酸过多引起的胃痛、胃灼热感（烧心）、

反酸。 

维生素及矿物质 注射用氯化钾 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低钾血症。 

抗感染药 注射用阿莫西林钠氟

氯西林钠 

适用于敏感菌引起的呼吸道、消化道、泌尿道、皮肤软组织、骨

和关节、口腔及耳鼻喉感。 

心脑血管药 脑震宁颗粒 凉血活血，化瘀通络，益血安神，宁心定智，除烦止呕。用于脑

外伤引起的头痛、头晕，烦躁失眠，健忘惊悸，恶心呕吐。 

抗感染药 注射用头孢硫脒 用于敏感菌所引起呼吸系统、肝胆系统、五官、尿路感染及心内

膜炎、败血症。 

消化系统药 马来酸曲美布汀胶囊 用于治疗胃肠运动功能紊乱。 

心脑血管药 芪蛭通络胶囊 对脑中风所致的偏瘫，语言不利等症状改善显著；对脑中风恢复

期，冠心病、心绞痛均有显著疗效。 

维生素及矿物质 核黄素磷酸钠注射液 用于口角炎、唇炎、舌炎、眼结膜炎及阴囊炎等疾病的治疗。 

维生素及矿物质 注射用维生素C 适用于防治坏血病，也可用于各种急慢性传染性疾病及紫癜等辅

助治疗。 

心脑血管药 红花注射液 活血化瘀。用于治疗闭塞性脑血管疾病，冠心病，脉管炎。 

心脑血管药 参柏舒心胶囊 活血祛痰，养阴益气，定悸除烦。用于心悸、怔仲、心烦失眠。 

心脑血管药 冠心宁注射液 活血化淤，通脉养心。主用于冠心病、心绞痛。 

呼吸系统类用药 银翘解毒胶囊 辛凉解表，清热解毒。用于风热感冒，发热头痛，咳嗽，口干，

咽喉疼痛。 

抗肿瘤药 注射用培美曲塞 

二钠 

联合顺铂一线治疗不可切除的恶性胸膜间皮瘤。单药二线治疗非

小细胞肺癌。 

皮肤科用药 米诺地尔搽剂 本品用于治疗男性型脱发和斑秃。 

维生素营养 碳酸钙D3 用于妊娠和哺乳期妇女、更年期妇女、老年人等的钙补充剂，并

帮助防治骨质疏松。 

 
 （三）经营模式 

 1、种植模式 

 （1）土地流转模式。对核心种植基地通过流转形式取得土地，项目单位与当地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协议，

给农户发放土地流转金。所流转土地依然由农户管理，项目单位对农户支付田间管理费，将种植利润让与

农户，实现农户“土地流转金+田间管理费”相结合，增加收入。 

（2）预付款模式。主要是采取“二免一预付”的方式进行，“二免”即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免费提供技术培

训。农户通过“预付款+中药材销售”的方式增加收入。 

（3）订单模式。项目单位与种植户签订收购合同，设立药材收购最低保护价。在采收季节药材价格高

于市场价时，公司按市场价格收购，低于保护价时公司按照保护价收购，保障农民的利益，提高了农民种

植药材的积极性。项目单位在签订最低保护价收购的同时，委托订单农户进行中药材收购，将收购利润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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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给农户，实现农户以“药材销售利润+委托收购利润”的方式增加收入。 

2、研发模式 

公司始终坚持以抗肿瘤药为主，加大现有产品的深度开发和二次开发，不断研发创新药。报告期内，

公司研发以深度研究为重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国际注册、中药标准化整体推进，围绕“产品开发”、“科

研为生产服务、科研为市场服务”、“国际合作”三条主线，着力提高团队整体实力，全力推进在研和创新项

目。 

3、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集中采购，由总部物管中心统一进行招标。中标后，各子公司根据招标结果，对中标供应商

进行谈价，降低公司成本，每月根据销售报表给生产下发计划，根据生产计划物料部进行采购。 

4、生产模式 

目前，公司主要以自主生产为主，并严格按照国家GMP要求、药品质量标准依法组织生产。公司主要

采用“以销定产”方式，所有生产计划、工艺管理、调度由生产计划部统一管理。公司与营销公司确定每年

预计销售规模，然后根据全国各区域的销售进展和市场情况，确定每批产品的生产数量。 

5、销售模式 

公司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在营销领域采用全业态、全模式操作的综合性医药企业集团。营销模式包

括处方药终端学术推广、普药渠道流通、OTC品牌运营等多种模式,均已成为医药行业相应领域内的标杆企

业。针对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销售模式，区分产品群及对应适应症。总体上以“岩舒”带动处方药，以“朗

迪”带动OTC，以“太行山”带动传统中药，统筹内、外部资源，加快终端覆盖和产品学术推广，最终实现良

性的、稳定的、多元化立体式的业务运营。报告期内，公司重组北京康远药业，正式进军OTC领域。通过

“朗迪钙”这个知名品牌来带动公司相关OTC产品批文及产品的销售增长和品牌塑造，最终使振东制药形成

以“岩舒”带动处方药，“朗迪”带动OTC，两大品类群交叉互补、齐头并进的目的。 

 （四）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面对经济下滑、行业变革等严峻形势，公司紧绕“突破年”，坚持以“谷底反弹初见成效”为

契机，以“破解难题全面突破”为主线，以“深化改革创新管理”为动力，实现了“生产、营销、科研、管理、

人才、文化、模式、慈善、品牌”九大突破，发展基础更加扎实，干事创业的氛围日益浓厚，整体运营稳

步向好。2016年，公司成立了振东盛铭，饮片公司等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管理架构。一个文化优秀、

模式先进，令行业瞩目的健康大品牌已经叫响；一个立足国内、面向国际，令民族骄傲的发展大格局已经

形成。 

 （五）行业发展阶段 

近年来中医药发展规模扩大，销售增加，中药产业产业发展迅猛。随着医保控费、各地招标唯低价是

取和新版GMP改造，中国医药市场增速放缓。医药市场技术创新不断加强，科研投入力度加大，中药质量

控制及安全技术水平得到了提升。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生物催化、手性合成、调释给

药等先进技术得到产业化应用。《中国药典》（2015版）的发布执行，药品标准与国际接轨。质量管理规

范不断健全，《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全面实施，使得质量管理持续提升。从中长期来

看，消费水平提升、人口老龄化加剧等都将为医药行业的长期稳健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六）公司行业地位 

作为全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公司在“中药材种植、医药科研、中西制药”等产业链全面布局。将“健康

振东”品牌打造成医药行业的知名品牌。目前，公司在中药抗肿瘤领域已经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心脑血管

用药、泌尿类用药、消化系统用药、OTC用药等领域近年来也呈现较快的发展态势。不远的将来，可以形

成多个治疗领域产品群并驾齐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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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2,999,975.86 2,262,093,088.98 45.13% 1,919,484,9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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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063,920.51 64,646,180.07 214.12% 41,958,24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041,579.29 41,824,995.05 328.07% 20,265,705.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720,063.83 151,844,461.47 -129.45% 73,228,987.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58 0.2245 147.57% 0.14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58 0.2245 147.57% 0.14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6% 3.27% 2.99% 2.15%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6,874,715,664.74 4,070,453,799.16 68.89% 2,858,339,65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46,122,343.43 1,994,943,113.77 162.97% 1,959,096,9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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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590,444.05 623,407,168.19 828,616,922.52 1,334,385,44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90,806.05 17,214,195.57 68,031,223.95 100,527,69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706,617.26 15,117,602.03 62,655,792.22 88,561,567.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588,463.56 125,427,725.31 -114,948,596.21 42,389,2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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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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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振东健康

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79% 227,590,963 57,431,739 质押 184,240,000 

李勋 境内自然人 11.35% 58,987,477 58,987,477 质押 35,310,000 

常州京江博翔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8% 18,631,752 18,631,752 质押 18,430,000 

马云波 境内自然人 3.34% 17,349,262 17,349,262 质押 6,950,000 

李细海 境内自然人 2.66% 13,849,366 13,849,366   

上海景林景麒

投资中心（有限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7% 13,383,714 13,38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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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 

聂华 境内自然人 2.23% 11,566,172 11,566,172 质押 6,630,000 

李咸蔚 境内自然人 2.07% 10,738,143 0 质押 7,300,000 

李东 境内自然人 2.00% 10,409,556 10,409,556 质押 8,230,000 

上海景林景途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6% 9,147,796 9,147,7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西振东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李细海和李勋存在关联关系，

属于一致行动人，上海景林景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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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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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我们面对医药行业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繁重的工作任务，坚持以“谷底反弹初见成效”为契机，

以“破解难题全面突破”为主线，以“深化改革创新管理”为动力，实现了“生产、营销、科研、管理、人才、

文化、模式、慈善、品牌”九大突破，发展基础更加扎实，干事创业的氛围日益浓厚，整体运营稳步向好。 

公司并购康远制药以后，销售和利润都有一定增长，实现营业收入328,300万元，同比增长45.13%；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0,306.39万元，同比增长214.12%。中药销售板块，业务不断拓展，使得销

售大幅度增加，报告期内，中药实现营业收入164,918万元，同比增长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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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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3,092,725,595.27 1,456,717,042.09 47.10% 44.33% 41.72% -0.87% 

医药生产销售行

业 
3,092,725,595.27 1,456,717,042.09 47.10% 44.33% 41.72% -0.87% 

分产品 3,265,272,884.89 1,472,097,618.37 45.08% 45.79% 42.37% -1.08% 

中药 1,649,185,246.63 967,984,208.24 58.69% 66.31% 51.19% -5.87% 

西药 1,616,087,638.26 504,113,410.13 31.19% 29.49% 28.04% -0.35% 

分地区 2,649,397,088.66 1,159,790,323.86 43.78% 53.71% 53.25% -0.13% 

华北 1,578,986,249.54 473,448,095.20 29.98% 32.25% 18.19% -3.57% 

华南 454,240,337.64 279,769,799.26 61.59% 121.38% 103.76% -5.33% 

华东 616,170,501.48 406,572,429.40 65.98% 89.88% 85.73%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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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同康远制药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完成, 公司主要为岩舒、比卡等主要产品销量上升以及

商业板块及中药材板块销售市场的不断扩大，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8,300.00万元，同比增长

45.13%；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0,306.39万元，同比增长2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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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

会〔2016〕22号）的规定，2016年5

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增值税相关交

易，影响资产、负债等金额的，按

该规定调整。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

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16]22 号） 

本报告期调增税金及附加金额

10,068,447.96元，调减管理费用本

年金额10,068,447.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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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项目，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

使用税、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

的相关税费，自2016年5月1日起调

整计入“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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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名称 期末净资产（元） 本期净利润（元） 

振东盛铭       50,155,502.72             155,502.72  

饮片公司   

康远制药 404,612,681.54 102,053,147.63 

振东盛铭于2016年10月24日设立，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营业执照号为91533102MA6K80PY77，

住所为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岗勐路17号二幢四楼1号，法定代表人李静，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

期限为2016年10月24日至2066年10月23日，经营范围为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项目投资及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股东为山西振东道地药材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00%。 

饮片公司于2016年12月13日设立，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营业执照号为91140421MA0H1G802T，

住所为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光明南路振东科技园，法定代表人申勇，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限

为2016年12月13日至2026年4月30日，经营范围为中药材种植、收购、经销；中药饮片生产、销售；代用

茶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股东为山西振东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00%。 

康远制药于2016年5月4日将原股东变更为振东制药，持股比例100.00%，于2003年11月7日成立，注册

资本为1981.7778万元，营业执照号为911101147560300581，住所为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昌流路3号，法定

代表人李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限为2003年11月7日至2023年11月6日，经营范围为生产片

剂、硬胶囊剂、颗粒剂、软胶囊剂；普通货运。（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普通货运

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辽宁康博安为康远制药全资子公司，于2002年9月26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营业执照号为

912101027427851772，住所为沈阳市和平区市府大路224-6号2101、2104室，法定代表人聂华，公司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限为2002年9月26日至2020年12月31日，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生物制品（除血液药品）批发；药品研发；医药信息咨询；市场调研；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的不得经营，限制的品种办理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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