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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1                        证券简称：东富龙                    公告编号：2018-016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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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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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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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15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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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21-64909369  

电话 021-64909699  

电子信箱 dfl@tofflo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东富龙是一家为全球制药企业提供制药工艺、核心装备、系统工程整体解决方案的综合

性制药装备服务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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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有冻干机、无菌隔离装置、自动进出料

装置、灌装联动线、全自动配液系统、智能灯检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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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西制等药物制造领域。 

东富龙是国内领先的综合性制药装备服务商和替代进口制药装备产品的代表企业，为制

药企业提供非标定制化方案及设备。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分别采取直销、直销与代理相结合的

模式。公司自创立以来，经过25年的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已有近8000台制药设备、药品制

造系统服务于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家知名制药企业。在制药装备领域，公司通过不

断进行技术升级与创新，向集成化、连续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制造迈进，致力成为

全球综合性制药装备主流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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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879,180.58 1,327,836,602.18 29.90% 1,555,556,06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3,097,842.64 234,511,455.94 -47.51% 386,685,25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719,698.13 193,243,709.88 -57.71% 363,056,066.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0,916,734.95 107,413,338.39 -80.53% 140,664,561.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37 -45.95%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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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37 -45.95% 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6% 8.12% -3.96% 14.1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366,270,509.93 4,198,018,567.68 4.01% 4,062,213,76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988,898,655.12 2,923,016,023.11 2.25% 2,870,835,1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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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241,542.84 334,751,192.35 409,288,603.41 529,597,84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2,088,763.61 29,951,988.67 28,525,289.76 12,531,80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442,745.15 23,393,627.10 19,914,747.83 -10,031,421.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4,943,453.24 16,345,520.27 12,996,974.42 96,517,6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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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17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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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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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效东 境内自然人 61.25% 384,856,416 288,642,3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量化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 7,470,416    

郑效友 境内自然人 1.11% 6,962,392 5,221,794   

林曙阳 境内自然人 0.49% 3,050,000    

傅刚 境内自然人 0.40% 2,525,000    

彭太平 境内自然人 0.36% 2,257,372    

梅青华 境内自然人 0.35% 2,209,688    

周华明 境内自然人 0.25% 1,580,900    

滕学仁 境内自然人 0.25% 1,574,929    

彭晗 境内自然人 0.21%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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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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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关注制药行业发展及市场动态与机遇，不断满足全球市场需求，为

客户提供具有前瞻性及竞争力的制药工艺、设备、系统工程整体解决方案。公司按照年初制

定的经营计划，继续围绕“系统化和国际化”的战略方针，推进新产品及新技术的研发投入，

加强符合战略方向的中高端人才梯队建设与储备，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应对制药工业对制

药装备行业带来的挑战与更高的要求：在无菌注射剂和原料药制药装备领域，充分运用公司

核心技术、销售网络和品牌优势，大力发展高端化、智能化的系统及总包项目，逐步提升复

杂制剂系统总包和智慧药厂的交付能力，加大力度在国际市场推广优势系统产品，逐步提升

东富龙品牌的国际市场知名度。生物工程和口服固体制剂装备领域，通过技术的研发创新及

外延式并购整合，已逐步具备较为成熟的整体系统解决方案能力。 

医疗技术与科技领域：东富龙医疗通过全资设立医疗装备、控股典范医疗和参股伯豪生

物，依靠研发和合作积极布局医用生物耗材、医疗装备和基因检测等领域，把握产业的发展

机会，寻求各种资源的整合。 

食品机械领域：2017年7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3,610万元投资上海承欢，持有上海承欢

51%股份。继国家提出“大健康”战略规划之后，食品的安全备受关注，“以制药的标准来做食

品”的理念已逐渐成为食品行业的发展趋势。公司为进一步发展高标准的食品装备，增资控股

上海承欢，在其乳品、果蔬、食品等装备领域内的优势基础上，借鉴公司制药装备领域的经

验与能力，并整合上海瑞派的资源与技术能力，大力提升食品装备单机性能、系统化和工程

能力，同时积极布局海外市场。 

报告期内，制药装备市场竞争激烈，行业整体利润有所下降，面对国外制药装备和国内

同行两面夹击的格局，公司坚持走差异化竞争路线，出于整体战略布局的需要，加大在新产

品、新技术、新市场的布局和投入，引入与储备中高端行业发展人才。公司已开发的新技术、

新产品需要市场推广和客户检验，同时新市场需要培育；这些长期的投入到产出尚需时日，

相应的支出已经进入公司当期成本及费用，所以2017年成本和费用相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加。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172,487.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09.7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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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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冻干机 172,852,727.41 73,684,579.43 42.63% -24.04% -24.17% -0.07% 

二、冻干系

统设备 
753,250,433.40 286,438,746.82 38.03% 32.52% 1.28% -11.72% 

三、净化设

备及工程 
238,472,601.04 65,862,612.26 27.62% 54.49% 129.65% 9.04% 

四、其他制

药设备 
404,630,421.86 95,445,559.06 23.59% 39.29% 0.07%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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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装备市场竞争激烈，行业整体利润有所下降，面对国外制药装备和国内

同行两面夹击的格局，公司坚持走差异化竞争路线，出于整体战略布局的需要，加大在新产

品、新技术、新市场的布局和投入，引入与储备中高端行业发展人才。公司已开发的新技术、

新产品需要市场推广和客户检验，同时新市场需要培育；这些长期的投入到产出尚需时日，

相应的支出已经进入公司当期成本及费用，所以2017年成本和费用相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加。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172,487.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09.7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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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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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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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

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

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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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

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列 示 持 续 经 营 净 利 润 本 年 金 额      

135,994,259.73元；终止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0.00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

较数据不调整。 

其他收益：17,125,383.62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

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

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

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营业外收入减少437,643.73元，营业外支出减

少54,967.26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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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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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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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范围增加： 

1、公司于2017年7月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610万元收购上海承欢，持股51%。 

2、公司于2017年9月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960万元增资苏州海崴，持股60%。 

3、上海承欢于2017年11月设立子公司上海涌前并完成工商登记，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700万元，持股70%，目前仍在筹建阶段，报告期内尚未出资。 

本期合并范围减少： 

1、东富龙医疗于2017年6月以人民币5,035.27万元出售子公司重庆产研院100%股权。 

2、驭发制药于2017年7月注销子公司上海英华。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效东 

201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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