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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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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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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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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49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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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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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药业 股票代码 00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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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依伊 朱凤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云集路 1152 号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云集路 1152 号 

电话 0575-84810101 0575-84810101 

电子信箱 ytdsh@ytyaoye.com ytdsh@ytyaoy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医药生产制造业务（包括化学制剂、原料药、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提供

医药研发外包（CRO）服务。 

1、医药生产制造业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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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医药生产制造方面的主要业务包括化学制剂、化学原料药、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的客户为医药商

业、配送企业及医疗机构。 

（1）化学制剂业务 

公司的化学制剂业务主要分为抗生素类药品和非抗生素类药品两大类，截至目前，共拥有100个制剂类药品批准文号。

目前在产的抗生素类药品主要包括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分散片、注射用头孢美唑钠、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阿奇霉素分散片、

注射用阿奇霉素和罗红霉素胶囊等52个药品批准文号；非抗生素类药品主要包括消化系统药（如注射用泮托拉唑钠和注射用

奥美拉唑钠、奥美拉唑肠溶胶囊、兰索拉唑肠溶胶囊）、抗病毒药、心血管药、解热镇痛药等48个药品批准文号。 

（2）化学原料药 

公司的化学原料药主要是为自身制剂业务提供原料药供应，并部分对外进行销售。截至目前，共拥有2个原料药批准文

号，目前在产的为罗红霉素、阿奇霉素。 

（3）诊断试剂 

公司于2011年开始涉足诊断试剂业务，截至目前，共拥有78个注册批件，主要涵盖肝功能、肾功能和心肌酶谱等。 

2、医药研发外包服务（CRO）业务方面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要从事CRO业务，为医药企业和其他医药研发机构提供

全方位的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主要包括临床前研究服务、临床研究服务及其他咨询、技术转让服务等。主营业务的客户为国

内外各类医药企业，创新医药企业、研发机构及医疗机构。 

（1）临床前研究服务 

临床前研究主要包括药学研究、药理毒理研究、临床试验申报等方面服务内容，目的为系统评价候选药物，确定其是否

满足进入临床研究的要求。 

药学研究主要包括工艺研究与非临床供药、质量研究、质量标准共建、稳定性研究等；药理毒理研究主要包括药效学试

验、药代动力学试验、安全性评价，以及后续适应症及临床方案的制订等；临床试验申报主要包括临床试验申报资料汇整、

临床试验申请等。 

（2）临床研究服务 

临床研究指在人体（病人或健康志愿者）进行药物的系统性研究，以证实或揭示试验药物的作用、不良反应及/或试验

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规律，目的是确定试验药物的疗效与安全性目前国内主要包括Ⅰ-Ⅳ期临床研究、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循证与转化医学研究服务、适宜卫生技术评价以及卫生经济学评价等服务。 

（3）其他咨询、技术转让服务 

主要包括上海新高峰在经营过程中为客户提供的技术咨询和技术、学术合作服务项目。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医药生产制造业务方面 

（1）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医药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是中国制造2025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

从全球看，发达经济体医药市场增速回升，新兴医药市场需求旺盛，生物技术药物、国内化学仿制药、创新药在用药结构中

比重提高。从国内看，国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医保体系

进一步健全，人口老龄化和全面两孩政策实施，都将推动医药市场的稳健增长。 

2017年，医药工业大力实施健康中国2030战略，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运行态势明显向好，近几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及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等陆续印发多项医药领域相关文件，“中国制造2025”、“健康中国2030”、改革临床试验

管理、加快上市审评审批、促进药品创新和仿制药发展、加强药品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和加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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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等多项利好政策的出台，带动我国医药工业保持较高发展态势。 

医药行业，作为医疗大健康产业中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在2017年处于医药行业政策的调整期，国家医药政策

频出，尤其是随着新医改政策的不断推进，两票制、药品零加成、医保控费、一致性评价等政策密集出台。据不完全统计，

不包括各省市发布的细则，2017年仅国家级发布文件就已超300余份，政策涵盖了医药、医疗、医保以及流通四个大领域下

几乎所有的细分方向。 

2017年1月，国务院医改办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8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

施意见(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综合医改试点省(区、市)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公立医疗机构

要率先推行药品采购“两票制”，鼓励其他地区执行“两票制”，争取到2018年在全国全面推开。据相关专家分析，“两票

制”的推行有利于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规范流通秩序，降低虚高药价格；有利于加强药品监管，实现药品质量、价格可追溯，

保障用药安全；有利于净化流通环境，依法打击违法行为；有利于深化药品改革，提高行业集中度，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国务院于2017年2月14日印发并实施《“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从4个原则出发，即维护公众健康，保障公众需求；深化审评审批改革，提升监管水平；鼓励研发创新，提高产品

质量；加强全程监管，确保用药安全有效。此外，《规划》还提出到2020年，我国药品质量安全水平、药品安全治理能力、

医药产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药品医疗器械标准不断提升；审评审批体系逐步完善；检查能力进一步提升；

监测评价水平进一步提高；检验检测和监管执法能力得到增强；执业药师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2017年2月23日，2017版新《医保目录》出台，随着人社部与相关企业的价格谈判，36个临床需要的药品成功进入《医

保目录》，保持了药品市场的稳健发展。 

2017年6月20日，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调整进口药品注册

管理有关事项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为鼓励新药上市，满足临床需求，《决定》调整的事项主要有三

个方面。一是允许同步研发申报；二是优化注册申报程序；三是取消部分进口药品在境外上市的要求。据悉，《决定》调整

进口药品注册管理有关事项的适用范围包括在中国进行的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申请、化学药品新药以及治疗用生物制品

创新药进口临床和进口上市注册申请。 

201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继2015年8月《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之后，又一个深化药品

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促进药品医疗器械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满足公众临床

需要，《意见》从改革临床试验管理、加快上市审评审批、促进药品创新和仿制药发展、加强药品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管理、

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加强组织实施六方面提出36条具体意见，促进药品医疗器械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 

年末最后一周，医药行业迎来政策的密集出台，CFDA于2017年12月28日发布《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

意见》，将优先审评审批的目的定调为鼓励创新，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创新药、首仿药、特定疾病用药(癌症、肝炎、肺结

核、艾滋等)、临床急需用药及撤回重报的一致性评价品种等可纳入优先审评；另一方面,CFDA发布第一批通过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并发布实时更新的《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收录批准上市的创新药、改良型新药、化学药品新

注册分类的仿制药以及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药品的具体信息。 

2017年是中国医药领域的政策年，“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后，多项医药产业政策相继出台。无论从医政、药政方面，还

是从企业竞争来看，2017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上半年各地医院陆续取消药品加成,医药代表备案、医院控费、两票制等

政策陆续出台，这些政策对药品推广的影响在下半年已经初现，并将持续到2018年。各类政策中，临床实验数据自查核查工

作、化学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制度、优先审评审批政策、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和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等政策的落地，

对于真正专注创新、以“临床价值”为导向、注重研发的企业才能在竞争格局中胜出。在创新药优先评审、一致性评价等政

策的引导下，医药行业正加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调整、医保覆盖面增长、人均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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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增长等逐步显现，创新技术和创新商业模式驱动，医药行业将长期保持稳定增长。未来，政策环境将愈发规范，企业应

当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技术水平、质量控制标准，不断提供满足临床需求的创新药、高品质仿制药，让药品回归以临床价值

为核心的价值观，向着新结构和新格局前进。 

健康需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且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需求刚性大，弹性小，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因而医药行业是

典型的弱周期性行业，具有持续增长的特征。 

（2）行业地位 

目前国内仿制药产品品种较多，生产企业众多，竞争较为激烈，公司通过提升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突出核心产品等方

式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公司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提高高毛利产品比重来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医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相继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加大了对生产商的监管和检查力度。随着医药

监管力度加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药品制造企业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目前公司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外延式拓展，继续保持

良好的发展态势。 

2、医药研发外包服务（CRO）业务方面 

（1）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CRO是医疗健康产业链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医疗健康产品研发过程艰难，研发周期长、环节多、成本巨大、成功率低。

CRO由于其专业性和独特资源，逐渐成为医疗健康研发产业链的重要角色。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指引下，我国日益重

视医疗、医药的研发创新，2017年出台多项鼓励创新的重磅级政策，激发企业研发创新活力。随着药品、器械审评审批制度

的日益完善以及研发过程的严谨、复杂，各类企业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研发工作外包给CRO公司。2015年以来，政府部门密

集发布药品改革政策，对整个药物研发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药品质量：针对历史已上市品种进行仿制

药一致性评价；对正在报批品种进行临床数据核查；对未来报批品种实行新分类改革，强化对创新药研发的支持与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二是加快审批速度：具有临床价值的新药和临床急需仿制药的优先审评审批。长期来看，药品新政必将带来我国

CRO行业市场容量的扩大和竞争格局的优化。 

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是近

十年来较为重磅的有关医药行业创新的指导性文件，覆盖范围广、指导性强，将为医药行业中创新药、CRO企业、创新医

疗器械带来结构性的机遇。2017年，医保谈判通道打开，国产创新药进入新医保目录，扩大了国产创新药市场。2018年，药

审改革将持续发力，有望缩短药品审评周期，加快仿制药和创新药上市时间，激发行业创新动力。近几年，海外高层次生物

医药技术人才出现归国热，将会为医药行业创新带来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多重宏观因素利好我国CRO发展，在政策上，药审改革、一致性评价等举措将大大推动我国CRO行业的发展并对行业

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经济上，国内医药企业的产品销售，更加依托学术合作及研发投入增多；社会上，人口老龄化加剧，承

接国外产业转移；技术上，新药新技术层出不穷。总体来看，我国CRO行业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根据南方所的数据，

2011年到2016年，中国CRO行业规模从140亿增长到462亿元，5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7%。同时未来几年，我国CRO行业的增

速预计将保持在20%以上，到2020年，我国CRO行业的规模将达到975亿元。 

CRO行业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2）行业地位 

上海新高峰自成立以来发展迅速，目前已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管理系统、高效技术团队、丰富平台资源的医药研发外包服

务的集团公司。经营近十年来，上海新高峰的客户群涵盖跨国制药公司、大中小型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以及各类医药研究

及医疗机构等，形成了较大的市场影响力，已成为医药CRO服务领域全产业链的践行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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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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082,951,050.52 862,874,547.46 25.51% 463,145,51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152,119.51 125,290,559.06 61.35% 55,499,28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541,230.47 117,710,119.83 64.42% 52,304,16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593,606.87 -38,047,671.82 435.35% 100,934,536.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28 35.71%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28 35.71%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1% 10.82% -1.91% 7.2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738,063,462.43 2,470,697,277.32 10.82% 2,060,949,10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59,015,565.31 2,185,577,180.55 7.94% 785,767,4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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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492,170.82 248,154,596.10 329,832,244.97 258,472,03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764,741.57 54,842,583.24 48,938,733.40 51,606,06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793,986.08 49,826,849.84 48,536,750.10 48,383,644.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564,589.85 18,008,507.82 16,942,949.94 31,077,5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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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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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7% 143,600,000 0 质押 104,500,000 

绍兴柯桥亚太房地

产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10% 54,162,000 0 质押 3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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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尧根 境内自然人 5.06% 27,140,218 26,126,152 质押 26,000,000 

上海华富利得资产

－民生银行－富鼎

6 号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4.81% 25,798,580 25,798,580   

钟婉珍 境内自然人 3.93% 21,101,892 21,101,892 质押 21,000,000 

吕旭幸 境内自然人 3.75% 20,097,040 20,097,040 质押 20,000,000 

陈奕琪 境内自然人 3.73% 20,000,000 0 质押 20,000,000 

陈佳琪 境内自然人 3.73% 20,000,000 0 质押 20,000,000 

沈依伊 境内自然人 3.37% 18,087,336 18,087,336 质押 18,0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汇赢 5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70% 14,479,12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尧根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亚太集团有

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为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公司第二大股东；上海华富利得资产－民生银行－富鼎 6 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的出资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高峰的主要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钟婉

珍女士为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之配偶；陈奕琪女士、陈佳琪女士为公

司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之女儿；吕旭幸先生为公司董事，公司股东陈奕琪

女士之配偶；沈依伊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公司股东陈佳琪女士之

配偶；除以上情况外，未知公司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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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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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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2,951,050.5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51%；营业利润237,157,418.52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75.13%；利润总额237,152,693.5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4.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02,152,119.51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61.35%。 

报告期内完成的主要工作： 

（1）继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力度，提高自主研发创新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技术创新团队建设，完善研发创新体系，提高自主研发

创新能力。继续推进项目注册申报和临床研究工作，积极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根据自身的产品生产和销

售情况，在目前的产品中筛选出部分潜力较大的品种加快申报，借助全资子公司上海新高峰的研发服务平台资源，加快临床

研究，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同时，在新药优先评审、一致性评价等政策推动的契机下，公司开展化学药品的

内生和外延性开发工作，并加强对生物、化学等创新药物的投资，以丰富公司产品线，形成市场的协同效应。 

（2）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创新力和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完善创新体系建设，推进募投项目实施，充分利用区域政策优势资源，加速医研企创新科技研发项目在

光谷生物城的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推进新产品上市，努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于生物医药领域，坚持内生发展与外延发展相结合，坚持自主创新与对外合作相结合的发展之路，

通过引进财务投资者、自筹资金等方式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实施医研企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中心项目建设。同时，公司受让

两项医药项目的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并进行产业化投资，以进一步丰富公司的新药研发储备，提高公司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3）持续深化营销改革，强化终端掌控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和优化营销体系，加强营销队伍建设，继续创新营销模式，强化终端掌控能力。一方面，公司

继续优化市场布局，加大市场投入，整合营销渠道，加快营销体系和营销团队建设，完善营销人员的激励体系建设，严格落

实精细化招商和学术推广结合的营销策略，强化终端管控能力，加强对重点市场的开拓力度。另一方面，持续优化产品结构

调整，加强对高毛利主营品种的销售，加大学术推广投入力度，扩大高毛利产品销售规模，提升高毛利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

覆盖率。此外，公司通过积极组织产品参与招标，进一步推进专业性学术活动的实施，深入有序的开展市场营销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参与多个省级基药项目、非基药项目的招投标工作，累计在12个省新增中标，同时进入17个省的低

价药挂网采购。 

（4）推进质量风险管控，完善质量体系建设，促进安全、环保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加强药品生产质量管理，保证质量体系的有效运行，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合理安排生产调度，大力开展药品生产质量风险全程管控，并落实到药品全生命周期和全产业链中，实现对药品质量风

险高标准动态管控。加强原料采购成本控制和生产成本考核，持续推进精益管理，开展技术革新，改进工艺降低物料消耗，

通过自动化设备、机器换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年未发生重大安

全、环保和质量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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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创新性地开展CRO业务，整合优势资源，打造健康医药创新全产业链式平台 

报告期内，上海新高峰以“重大疾病防治科技行动计划”为核心，率先实现研发、临床、转化相结合的“医研企”协同

创新服务模式，以医生作为医学研究创新的主体，强调“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即“从临床到研发、研发到产品、产品

到应用”，坚持医研企协同合作开展重大疾病诊断相关的循证转化医学研究、上市后再评价研究、卫生经济学评价研究、转

化医学研究等，坚持涵盖疾病全病程的防治、诊疗、康复系统化研究三级医疗合作，整合“政产医研资”资源，建设健康医

药创新全产业链式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和规范高新技术科研成果的临床应用；以模块、标准化、产业化的流水线方式建立整

合GLP、GCP、GMP联盟资源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服务大平台，提供涵盖健康医疗产品的全程CRO及相关服务，不但为传统的

研发机构提供创新成果研发和转化服务，更是为临床机构和生产企业提供临床转化医学研究和产品上市后再评价服务；依托

武汉光谷国家级新药创业孵化器、上海张江药谷抗体和个体化研发诊疗中心两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温州浙南未来科

技城，在杭州下沙、乐清健康小镇、广东南海、山西高研院等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方式，建设

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孵化和产业化的健康医疗产业链式公共服务平台，实现“政产医研资”的机制体制集成创新，提

供健康医疗产品和技术的一站式服务。 

（6）以产业和资本双轮驱动，推进大健康产业布局，构建健康产业生态系统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利用资本市场的有利平台，以现有业务为基础，坚持内生式拓展和外延式并购的发展战略，一方面

按计划积极推进绍兴滨海新城“现代医药制剂一期、二期项目”和“武汉光谷生物城医药园新药研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建

设；另一方面积极寻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并购标的，构建健康产业生态系统，目前公司正在筹划的购买资产事项尚处于商

务谈判过程中，公司与东方泓泰资本投资（成都）有限公司共同组成收购财团，正在对标的资产进行竞价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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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类制剂 238,237,134.04 52,171,982.91 48.04% 27.91% 78.48% 19.82% 

非抗生素类制剂 192,188,883.91 42,087,792.94 69.67% 1.34% 41.41% 11.27% 

临床前研究服务 433,817,007.25 95,002,374.76 35.68% 13.72% 58.68% -2.99% 

临床研究服务 186,558,697.50 40,854,828.18 38.01% 134.89% 227.77%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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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2,951,050.5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51%；营业利润237,157,418.52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75.13%；利润总额237,152,693.5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4.81%；营业成本600,454,424.6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02,152,119.5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1.35%；基本每股收益0.38元/股，较上年同期增长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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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化学制剂产品结构优化，高毛利产品收入增长；全资子公司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的CRO业务收入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增长率高于营业收入增长率，主要系本期化学制剂产品结构优化，高毛利产品比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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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将原列报于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

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176,515.30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176,51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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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合并主体绍兴兴亚药业有限公司、武汉光谷亚太药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高峰之全

资子公司上海新生源新增合并主体广州南海新生源新药孵化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司、浙江浙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尧根       
 

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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