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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浙江医药 60021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祝军 朱晴 

电话 0575-85211969 0575-85211969 

传真 0575-85211976 0575-85211976 

电子信箱 zmc3@163.com zmc3@163.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2012年末 

总资产 7,869,425,252.91 7,556,366,447.97 4.14 7,057,671,336.7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538,251,188.72 6,458,132,591.43 1.24 6,186,443,055.70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2012年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49,899,398.98 655,086,217.41 -16.06 807,488,234.89 

营业收入 4,832,291,832.46 4,932,920,236.96 -2.04 5,264,006,116.3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9,739,354.50 452,095,249.90 -62.45 848,542,502.0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5,472,945.23 450,826,989.93 -52.20 855,345,883.5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2.62 7.18 减少4.56个百分

点 

16.7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8 0.48 -62.5 1.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8 0.48 -62.5 1.0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2,0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7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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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新昌县昌欣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14 207,282,778 0 无   

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6.14 151,127,573 0 无   

仙居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84 17,244,632 0 未知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39 13,004,012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国证医药卫生行

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12 10,525,934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未知 0.61 5,745,530 0 未知   



莫海 未知 0.59 5,500,0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新量化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2 3,975,213 0 未知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聚富银河新型结构化证券

投资资金信托 

未知 0.27 2,551,985 0 未知   

梁铁玉 未知 0.22 2,084,421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情况；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2.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维生素 E因受国内外经济不景气影响，需求相对减弱，而新的供应

商的加入又打破了原有的竞争格局，导致产品价格一路下跌，严重影响了公司 2014 年的经营业绩，

2014 年公司全年完成营业收入 483,229.18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2.0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973.94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62.45%。面对如此艰难的竞争环境，公司经营层在董

事会领导下，高度重视发展中的经营风险，认真贯彻落实"创新、节约、规范"的年度工作指导方

针，通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升产品综合竞争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维生素Ｅ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142,715.53 万元，同比下降 13.99%，

主要系产品价格下跌所致；公司原料药产品盐酸万古霉素、替考拉宁、蒿甲醚等因市场原因，销

售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以上是导致公司 2014年经营业绩不佳的主要原因。公司制剂类产品得

益于销售队伍建设、学术推广和品牌建设等措施的强化落实，销售继续平稳增长，品牌产品来立

信系列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92%；盐酸万古霉素针（来可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31%；注射用替

考拉宁（加立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7.82%。公司其他生命营养类产品：VA 销售收入略有下降，

β 胡萝卜素等销售保持平稳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研发工作继上半年波生坦片获 CFDA 临床批件，进入人体等效性试验后，

5 月 1.1 类创新药物苹果酸奈诺沙星注射液进入临床三期；与美国 AMBRX,lnc 公司合作的抗

HER2-ADC 项目按照计划顺利推进，以临床样品制备和临床前各项研究为两条主线，组织了国际专

家小组对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进行 GMP审计，基本完成了抗 HER2-ADC 产品原液的生产，工

艺达到预期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技术创新水平迈上新的台阶，下属企业昌海生物全新的维生素 E生产线率先

推行“机器换人”，自动化水平显著提高，生产过程中基本实现人、机、料等的智能化控制，产品

结晶水平提高，成本下降显著；辅酶 Q10 新工艺试验成功，单耗明显下降；万古霉素收率比去年

同期提高 15%左右。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来益医药顺利通过了新版 GSP 的检查认证，医药商业业务继续呈现上升

态势，全年完成销售收入 18.46 亿元，同比增长 4.78%，现代医药物流基地也在 2014 年底建成揭

顶。 

进军保健品市场是公司“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报告期内，公司下属维艾乐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以推行公司自行研发生产的保健品品牌设计规划和市场开发为己任，大力推进公司保

健品的终端销售，产品已销售至 11 个省区，3 大黄金单品“好心人”牌辅酶 Q10、“来益”牌天然

维生素 E、“来益”叶黄素咀嚼片入驻超过 6000家药店终端。 

报告期内，公司新的生产基地昌海生物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年产 2万吨高含量维生素 E 项

目于 2014 年 3 月开始正式投产，目前各项技经指标正常，成本比预期有显著下降。制剂区块口服

固体制剂和软胶囊项目车间已开工建设；生命营养品区块、微生物区块中部分车间已开始设备安

装；特色原料药 API 区车间设计、土建施工完成，进入安装调试阶段。信息化建设工作也初见成

效，OA 一期相应模块已投入使用，新区实现电子化办公。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注册地变更和总部办公机构的搬迁工作，现公司注册地已正式搬迁至



绍兴滨海新城。同时，下半年公司启动了吸收合并同在滨海新城的全资子公司浙江昌海生物有限

公司并设立分公司相关工作，现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昌海生物分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正式设

立，本次吸收合并的完成，减少了公司管理层次，提高了运行效率，为企业长远发展打下良好的

基础。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832,291,832.46 4,932,920,236.96 -2.04 

营业成本 3,793,404,900.89 3,683,822,770.74 2.97 

销售费用 200,247,781.73 203,993,334.63 -1.84 

管理费用 502,846,294.29 437,975,835.52 14.81 

财务费用 -398,749.09 -10,027,430.96 96.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9,899,398.98 655,086,217.41 -16.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3,197,358.50 -1,175,313,418.56 22.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096,270.02 -253,965,203.33 82.64 

研发支出 215,679,137.62 192,007,685.72 12.33 

 

2 收入 

(1)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83,229.18 万元，同比下降 2.04%，其中医药工业实现销售收

入 297,485.97 万元，同比下降 5.66%，主要由于主导产品维生素 E 价格持续下行所致；医药商业

实现销售收入 184,572.39 万元，同比增长 4.78%，主要系公司下属医药流通企业浙江来益医药有

限公司，在“铸造浙江最具效率的一站式医药服务平台”的旗帜引领下，医药商业业务发展良好

所致。 

(2) 以实物销售为主的公司产品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维生素 E 市场需求相对疲软，且由于新的供应商的加入，市场信心

遭受严重打击，价格下跌，受此影响，公司动物营养品的产品收入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同比下降

8.77%，其中维生素 E 产品下降幅度较大；虽然来立信、来可信、加立信、来益等制剂药品销售收

入均实现了一定幅度的增长，但公司 2014 年营业收入仍同比下降 2.04%。  

 

(3) 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公司前 5 名客户的销售收入为 106,108.72 万元，占公司全部销售收入的 21.96%。 

                                                                       单位：元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客户一 342,491,434.90 7.09 

客户二 275,905,126.84 5.71 

客户三 224,468,087.45 4.65 

客户四 117,124,416.63 2.42 

客户五 101,098,160.37 2.09 

合计 1,061,087,226.19 21.96 

 

3 成本 

(1)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动物营

养品类    

 

 

 

原料成本 364,444,375.86 9.63 565,258,293.65 15.41 -35.53 

人工成本 68,303,042.14 1.80 51,561,107.44 1.41 32.47 

制造费用 427,125,517.17 11.29 247,714,939.01 6.75 72.43 

小 计 859,872,935.17 22.72 864,534,340.10 23.56 -0.54 

人类营

养品类    

 

 

 

原料成本 559,968,661.41 14.80 471,709,583.23 12.86 18.71 

人工成本 26,742,544.29 0.71 31,387,223.02 0.86 -14.80 

制造费用 123,367,930.09 3.26 141,990,375.38 3.87 -13.12 

小 计 710,079,135.79 18.76 645,087,181.63 17.58 10.07 

医药制

造类    

 

 

 

原料成本 301,071,321.97 7.96 255,850,647.32 6.97 17.67 

人工成本 24,376,886.98 0.64 28,245,146.66 0.77 -13.70 

制造费用 99,666,470.11 2.63 121,502,907.11 3.31 -17.97 

小 计 425,114,679.06 11.23 405,598,701.09 11.06 4.81 

医药商

业类  

 

产品成本 1,755,189,911.28 46.38 1,658,089,361.61 45.19 5.86 

小 计 1,755,189,911.28 46.38 1,658,089,361.61 45.19 5.86 

其他    

 

 

 

原料成本 24,036,487.48 0.64 79,423,269.24 2.16 -69.74 

人工成本 2,322,906.16 0.06 2,432,416.22 0.07 -4.50 

制造费用 7,764,253.96 0.21 13,655,603.57 0.37 -43.14 

小 计 34,123,647.60 0.90 95,511,289.03 2.60 -64.27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 比例(%) 期变动比

例(%) 

合成维

生素 E    

 

 

 

原料成本 615,583,771.92 16.27 633,299,206.50 17.26 -2.80 

人工成本 26,985,271.89 0.71 26,078,520.40 0.71 3.48 

制造费用 273,312,591.70 7.22 190,301,907.23 5.17 43.62 

小   计 915,881,635.51 24.20 849,679,634.13 23.16 7.79 

维生素 A

系列    

 

 

 

原料成本 116,953,184.81 3.09 142,347,122.45 3.88 -17.84 

人工成本 7,941,925.24 0.21 7,879,510.13 0.21 0.79 

制造费用 26,957,493.93 0.71 25,779,382.46 0.70 4.57 

小   计 151,852,603.98 4.01 176,006,015.04 4.80 -13.72 

天 然 维

生素E系

列    

 

 

原料成本 77,003,797.31 2.03 113,947,811.92 3.11 -32.42 

人工成本 6,567,936.40 0.17 5,709,925.00 0.16 15.03 

制造费用 25,985,920.46 0.69 20,859,904.78 0.57 24.57 

小   计 109,557,654.17 2.89 140,517,641.70 3.83 -22.03 

盐酸万

古霉素

原料药    

 

 

原料成本 22,245,068.92 0.59 30,776,005.06 0.84 -27.72 

人工成本 10,637,380.07 0.28 11,795,012.43 0.32 -9.81 

制造费用 61,342,729.13 1.62 64,128,514.65 1.75 -4.34 

小  计 94,225,178.12 2.49 106,699,532.14 2.91 -11.69 

社 会 产

品配送    

产品成本 1,687,241,778.59 44.58 1,554,015,875.33 42.36 8.57 

 

  

(2) 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前 5 名供应商采购额 45,096.01 万元，占年度采购额的 9.99%。 

                                                                             

4 费用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832,291,832.46 4,932,920,236.96 -2.04 

销售费用 200,247,781.73 203,993,334.63 -1.84 

管理费用 502,846,294.29 437,975,835.52 14.81 

财务费用 -398,749.09 -10,027,430.96 96.02 

注释：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96.02%，系取得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5 研发支出 

(1) 研发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 215,679,137.62 

本期资本化研发支出 - 

研发支出合计 215,679,137.62 

研发支出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3.29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4.46 

 

(2) 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支出 215,679,137.62 元，占报告期末公司净资产比例为 3.29%，占报告

期公司营业收入比例为 4.46%。本公司（母公司）和属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子公司本报告期研发费

用支出均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比例。 

1、报告期公司主要研发项目进展情况: 

序号 药品名称 分类 功能主治 所处阶段 

1 辅酶 Q10 软胶囊 6 

本品用于下列疾病的辅助治疗：1、心血管疾病，如

病毒性心肌炎、慢性心功能不全；2、肝炎，如病毒

性肝炎、亚急性肝坏死、慢性活动性肝炎；3、癌症

的综合治疗，能减轻放疗、化疗等引起的某些不良

反应。 

申报生产 

2 头孢克洛胶囊 6 
本品主要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耳鼻喉科及皮肤、软组织感染等。 
申报生产 

3 
奥硝唑氯化钠注射

液 
6 

1、用于治疗由脆弱拟杆菌、狄氏拟杆菌、卵圆拟杆

菌、多形拟杆菌、普通拟杆菌、梭状芽胞杆菌、真

杆菌、消化球菌和消化链球菌、幽门螺杆菌、黑色

素拟杆菌、梭杆菌、CO2噬织维菌、牙龈类杆菌等敏

感厌氧菌所引起的多种感染性疾病。2、用于手术前

预防感染和手术后厌氧菌感染的治疗。3、治疗消化

系统严重阿米巴虫病，如阿米巴痢疾、阿米巴肝脓

肿等 

申报生产 

4 西罗莫司片 5 
适用于接受肾移植的患者，预防器官排斥。建议西

罗莫司片与环孢素和皮质类固醇类联合使用。 
申报生产 

5 维生素 E 粉 6 补充维生素 E。 申报生产 

6 盐酸莫西沙星 3.1 成人(≥18 岁)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如：急性

窦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社区获得性肺炎；

以及皮肤和软组织感染。复杂腹腔感染包括混合细

菌感染，如脓肿。 

申报生产 

 7 
盐酸莫西沙星氯化

钠注射液 
6 

8 
米格列醇口腔崩解

片 
5 

米格列醇单独使用可以作为配合饮食控制的辅助手

段，以改善单纯饮食控制不佳的非胰岛素依赖型糖

尿病患者（NIDDM）的血糖控制。 

 

9 达托霉素 3.1 1、复杂性皮肤及皮肤软组织感染。 

2、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甲氧西林敏感和甲氧西林

耐药)导致的伴发右侧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血流感染

（菌血症）。 

申报生产 

 10 注射用达托霉素 6 



11 
注射用盐酸头孢唑

兰 
3.1 

对本品敏感的葡萄球菌属、链球菌属、肠球菌、消

化链球菌属、卡他球菌、大肠埃希氏菌、柠檬酸杆

菌属、克雷伯氏菌属、肠杆菌属、沙雷氏菌属、变

形菌属、摩根氏菌属、普罗威登斯菌属、假单胞菌

属、流感嗜血杆菌、不动杆菌属、拟杆菌属、普雷

沃氏菌属等菌株所引起的中度以上的感染性疾病。 

申报临床 

 
12 盐酸头孢唑兰 3.1 

13 盐酸文拉法辛 6 
各种类型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广泛性

焦虑症。 
申报生产 

14 苹果酸奈诺沙星 1.1 治疗成年人（≥18 岁）由肺炎链球菌（包含青霉素

敏感、中介及耐药的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包含甲氧西林敏感及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流

感嗜血杆菌、副流感嗜血杆菌、肺炎克雷白杆菌、

大肠埃希菌、卡它莫拉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

动杆菌、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或嗜肺军团菌引

起的社区获得性肺炎。 

申报生产 

15 
苹果酸奈诺沙星胶

囊 
1.1 申报生产 

16 溴夫定 3.1 用于免疫功能正常的成年急性带状疱疹患者的早期

治疗。 

申报生产 

 17 溴夫定片 3.1 

18 利奈唑胺 6 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引起的感染，包括并发的菌

血症。院内获得性肺炎，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甲氧西林敏感或耐甲氧西林的菌株)或肺炎链球菌

(包括多药耐药的菌株[MDRSP])。 

申报生产 

 19 利奈唑胺注射液 6 

20 硫酸氢氯吡格雷 6 用于以下患者的预防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事件：

心肌梗死患者，缺血性卒中患者或确诊外周动脉性

疾病的患者;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患者。 

申报生产 

 21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6 

22 替加环素 3.1 本品适用于18岁以上患者在下列情况下由特定细菌

的敏感菌株所致感染的治疗：复杂性皮肤和皮肤软

组织感染，复杂性腹腔内感染，社区获得性细菌性

肺炎。 

申报生产 

 23 注射用替加环素 6 

24 甲磺酸普喹替尼 1.1 确定甲磺酸普喹替尼片在成人复发难治性恶性淋巴

瘤患者口服给药的 RP2D。 

临床阶段 

 25 甲磺酸普喹替尼片 1.1 

26 XCCS605B 1.1 XCCS605B 作为增敏剂拟用于肿瘤的治疗。 申报临床 

 27 注射用 XCCS605B 1.1 

28 波生坦 3.1 本品用于治疗 WHO III 级和 IV 级原发性肺高压病人

的肺动脉高压，或者硬皮病引起的肺高压。 

申报生产 

 29 波生坦片 6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在研项目86项，其中在申报临床试验4项，Ⅰ期临床2项，申报生产23

项。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共申请专利436项;获得授权专利168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164项，实

用新型2项，外观设计2项。 

2、报告期内新进入国家级、省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情况 

项目 品种 省份 功能主治 

是否新药或

中药保护品

种 



新进省级基药品种 

（2014 年） 

黄体酮软胶囊 四川、重庆 
先兆流产、习惯性流

产等 
否 

米格列醇片 四川 

改善单纯饮食控制

不佳的 2型糖尿病患

者的血糖控制 

否 

 

 

6 现金流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49,899,398.98 655,086,217.41 -16.06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13,197,358.50 -1,175,313,418.56 22.30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096,270.02  -253,965,203.33 82.64 

注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82.64%，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现金增加所致。 

 

7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398,749.09 -10,027,430.96 96.02% 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86,173,351.50  28,137,792.16 206.25%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8,738,870.57  95,042,196.19 -59.24% 利润下降导致所得税费用下降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50,352,211.01  79,594,710.64 -36.7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2012 年 8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7000 万股，募得资金净额为 125,317.49 万元。截止

2014年 3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完成投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26,181.42 万元（包括累

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全部用于“生命营养品、特色原料药及制剂出

口基地建设项目”。报告期内，该项目进展情况：年产 2 万吨高含量维生素 E 项目于 2014 年 3

月开始正式投产，目前各项技经指标正常，成本比预期有显著下降。制剂区块口服固体制剂和软

胶囊项目车间已开工建设；生命营养品区块、微生物区块中部分车间已开始设备安装；特色原料

药 API 区车间设计、土建施工完成，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在 2013 年度报告中披露了 2014 年经营计划的主要内容，2014 年计划实现销售收入 46

亿元，全年实际完成 48.32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05.04%，经营计划进展情况详见第四节董事

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动物营养品类 1,360,139,898.80 859,872,935.17 36.78 -8.77 -0.54 减少 5.23

个百分点 

人类营养品类 840,815,101.79 710,079,135.79 15.55 -2.32 10.07 减少 9.51

个百分点 

医药制造类 738,548,456.40 425,114,679.06 42.44 5.60 4.81 增加 0.43

个百分点 

医药商业类 1,845,723,874.74 1,755,189,911.28 4.91 4.78 5.86 减少 0.96

个百分点 

其他 36,452,696.22 34,123,647.60 6.39 -64.76 -64.27 减少 1.29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合成维生素 E 1,427,155,345.10 915,881,635.51 35.82 -13.99 7.79 减少 12.97

个百分点 

维生素 A 系列 192,624,592.44 151,852,603.98 21.17 -3.40 -13.72 增加 9.43

个百分点 

天然维生素 E

系列 

154,751,755.73 109,557,654.17 29.20 4.11 -22.03 增加 23.74

个百分点 

盐酸万古霉素

原料药 

136,999,821.81 94,225,178.12 31.22 -26.17 -11.69 减少 11.28

个百分点 

社会产品配送 1,776,469,637.11 1,687,241,778.60 5.02 8.05 8.57 减少 0.46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是动物营养品、人类营养品、医药原料药、医药制剂的销售及医药商业。 



公司动物营养品 2014 年实现销售收入 136,013.99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28.15%，较去年同期

下降 8.77%，主要系主导产品维生素 E 价格下降所致。公司动物营养品以自营出口为主，贸易公

司、中间商出口为辅。在欧美地区，公司主要通过自营出口的方式进行销售；南美、东南亚等非

主流市场则主要通过国内外贸易公司或中间商进行销售。通过多年合作，公司已与一些专业的贸

易公司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贸易公司、中间商出口的方式是对公司自营出口业务的重要

补充。公司动物营养品的国内市场以直销为主，经过多年拓展公司已与下游大型饲料企业建立了

稳定的合作关系，并通过与分销代理商合作的模式与下游小规模企业和养殖场建立业务关系。 

公司人类营养品 2014 年销售收入 84,081.51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17.40%，较去年同期下降

2.32%，原因系维生素 E的降价。人类营养品销售领域主要包括食品、膳食补充剂和化妆品领域。

食品领域使用的维生素和类胡萝卜素品种多而量少，因此一般为预混料。公司已与多家全球性预

混料生产厂家进行业务合作，形成战略伙伴关系。膳食补充剂领域使用的维生素和类胡萝卜素量

大，品种较单一，因此公司与规模较大的膳食补充剂生产企业建立直接业务联系，并借助各分销

商与中小型的膳食补充剂生产企业保持业务关系。化妆品领域主要使用维生素 E，公司一般与大

型化妆品公司直接建立业务关系，同时与有实力的分销商建立战略同盟关系。 

公司医药制造类产品 2014 年实现销售收入 73,854.85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15.28%，同比上

升 5.60%。医药公司医药制造产品主要是医药原料药和医药制剂，其中原料药产品盐酸万古霉素、

替考拉宁、蒿甲醚等因市场原因，销售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公司自产制剂类产品得益于销售队

伍建设、学术推广和品牌建设等措施的强化落实，销售继续平稳增长，品牌产品来立信系列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 9.92%；盐酸万古霉素针（来可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31%；注射用替考拉宁（加

立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7.82%。公司医药原料药产品绝大多数用于出口，且以自营出口为主，

少量产品通过贸易公司、中间商出口。公司主要的医药原料药产品通过自营出口的方式与规模较

大的国际仿制药公司建立直接的业务合作，从而减少中间环节费用，提高市场竞争力。公司部分

医药原料药借助于国内外的贸易公司或中间商出口。公司与一些专业的贸易公司保持着较好的合

作关系，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市场开拓能力为公司带来了一部分新的客户。公司自产医药制剂

产品的销售采用学术推广和代理分销两种模式进行销售。学术推广模式通过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销

售人员组织学术推广会、学术研讨会及临床试验等方式，向医生介绍病理、药品原理、药品疗效、

使用方式、用量及最新信息等，使医生了解药品的特点、用途、正确的使用方法，将药品用于适

用的患者。公司通过上述模式与各地主流医疗机构、商业流通企业及零售药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

系，并建立了学术专家网络，销售区域覆盖了我国除西藏外的其他所有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

除学术推广模式外，公司也采取与经销商签订代理协议，通过经销商分销药品的代理分销模式进

行自产医药制剂的销售。 

公司医药商业 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 184,572.39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38.20%，同比上升 4.78%。

主要系公司下属医药流通企业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在“铸造浙江最具效率的一站式医药服务

平台”的旗帜引领下，医药商业业务发展良好所致。公司医药商业的经营模式是在以省为单位的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下，以公立医院为主要目标市场，以服务为手段，凭借规范经营、规模经

营、微利经营来赢得生存与发展。销售产品主要是：西药、中药、生物制品、医疗器械等，以配

送中标药品为主，以零售为辅。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销售 3,144,490,760.96 4.56 

国外销售 1,677,189,266.99 -12.13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国内销售收入 3,144,490,760.96元，同比增长 4.56%，主要得益于生命营养

类产品近年来全面加强了国内客户网络建设，强化对核心客户和终端客户的维护力度，产品销售

量上升较快；国内制剂得益于销售队伍建设、学术推广和品牌建设等措施的强化落实，销售继续

平稳增长；国内医药商业在“铸造浙江最具效率的一站式医药服务平台”的旗帜引领下，业务发

展良好所致。国外销售实现销售收入 1,677,189,266.99 元，同比下降 12.13%，主要系主导产品

维生素 E 价格下跌所致。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预付款项 32,262,138.52 0.41 48,086,159.32 0.64 -32.91 
预付材料采购款减

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11,423,040.41 2.69 142,276,844.74 1.88 48.60 

本期浙江昌海公司

未抵扣的增值税进

项税额较多所致 

在建工程 990,076,930.70 12.58 583,453,460.79 7.72 69.69 

主要为浙江昌海公

司工程项目投入所

致 

递延所得税资

产 
25,498,201.94 0.32 16,546,990.43 0.22 54.10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

润和政府补助增加

所致 

短期借款 100,000,000.00 1.27         -    
      - 

 
100.00 

取得银行借款增加

所致 



应付票据 58,695,333.21 0.75 32,761,836.05 0.43 79.16 
以票据结算的未到

期票据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2,514,771.59 0.16 19,706,888.90 0.26 -36.50 
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0,858,583.21 0.14 30,071,134.48 0.40 -63.89 
利润下降导致所得

税费用下降所致 

其他应付款 26,201,546.98 0.33 17,140,199.32 0.23 52.87 
暂收款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60,306,916.39 0.77 41,642,609.22 0.55 44.82 
收到与资产相关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四)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变化，主要为： 

1、公司的技术控制和技术创新及新药研发能力较强: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级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培育了一个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技术团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

成果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有技术；这一切为企业新产品开发、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  

2、公司已构建起一个研发、生产、营销一体化的管理体系；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

系；公司拥有原料、制剂协同发展的较强综合竞争力的产品系列。 

    3、公司建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在脂溶性维生素领域及抗生素、抗耐药抗生素领域，产品

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参与了相关品种的国际质量标准制定。      

    4、公司具有较完善的营销网络。拥有先进、高效、专业化的销售团队；并有一大批信誉好、

忠诚度高、销售能力强的客户，且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及有较强的营销能力和客户服务能力的经销

商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五)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单位：万元 

报告期内投资额                           -771.60 

投资额增减变动数                          -73,496.33 

上年同期投资额                          72,724.73 

投资额增减幅度（%）                           -101.06 

被投资公司情况 

被投资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活动 
占被投资公司的

权益比例（%） 
备注 

新昌县来益科技开 药物研究开发 100 公司注销，收回资金 200万元。 



发有限公司 

浙江森迈医药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药物开发 40 

2014 年 9 月，经浙江森迈公司

股东会审议同意，本公司的持

股比例由 40%下降为 0%，该公

司的注册资本由 1,429万减少

到 857.40 万元，本公司收回投

资款 571.60万元，该公司已于

2014 年 11 月办妥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1)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单位：元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会计核算科

目 

股份 

来源 

601328 交通银行 4,826,335.50 0.005 21,330,593.60 815,581.52 7,892,319.64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投资  

002332 仙琚制药 22,751,453.78 6.75 376,704,000.00 - 44,847,360.00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投资  

合计 27,577,789.28 / 398,034,593.60 815,581.52 52,739,679.64 / /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年度已使

用募集资金

总额 

已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总

额 

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2012 非公开发行 125,317.49 15.01 126,181.42 0   

合计 / 125,317.49 15.01 126,181.42 0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2012 年 8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7000 万股，募得

资金净额为 125,317.49 万元。2012 年度本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 54,252.88 万元，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



费等的净额为 307.59 万元；2013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71,913.53 万元，2013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556.34 万元；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5.01 万元。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完成投入，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 126,181.42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公司

募集资金已全部完成投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26,181.42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

净额），全部用于“生命营养品、特色原料药及制剂出口

基地建设项目”。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称 

是否

变更

项目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募集资

金本年

度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累

计实际投入

金额 

是否

符合

计划

进度 

项

目

进

度 

预

计

收

益 

产生

收益

情况 

是否

符合

预计

收益 

未达到

计划进

度和收

益说明 

变更原因

及募集资

金变更程

序说明 

生命营养品、特色

原料药及制剂出口

基地建设项目 

否 125,317.49 15.01 126,181.42 是 

            

合计 / 125,317.49 15.01 126,181.42 / /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完成投入，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 126,181.42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

净额），全部用于“生命营养品、特色原料药及制剂出口基地建设项目”。

其中 2万吨高含量维生素 E子项目募集资金投入 120,488.01万元,于 2014

年 3 月建成投产；天然维生素 E 子项目募集资金投入 2,012.10 万元，目

前正在建设中，预计 2015 年 9 月底前进入试生产；维生素 A 子项目募集

资金投入 3,681.31 万元，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 2015 年 9 月底前进入试

生产。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业务性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质 资本 

浙江昌海生物有限公司 制造业 

生物制品的研发、

化工产品、饲料添

加剂等销售 

45,000 321,521.56 133,717.62 2,751.08 

浙江来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业 
生物农药制品的

生产销售 
1,650  25,782.01  13,777.71 2,474.61 

上海来益生物药物研究开发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 药物研究开发 1,000     434.14     376.91   159.91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商品 

流通 

中药材、中药饮

片、中成药、化学

药制剂、抗生素制

剂、批发等 

15,800  69,633.28  20,484.50 2,292.99 

浙江来益进出口有限公司 
商品 

流通 

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 
1,000   6,749.85   1,375.76   185.63 

维泰尔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业 

食品营养素预混

料和膳食补充生

产及销售 

USD388.89  21,878.88   2,138.48  -187.43 

ZMC 欧洲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业 
饲料维生素预混

料生产和销售 
EUR245  15,900.71   1,840.94   46.34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二、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行业竞争格局 

公司现有业务主要包括生命营养类产品（以脂溶性类维生素为主）和医药原料药、制剂两大

部分。以下分两方面分析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1、维生素行业：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养殖业低迷，维生素需求减退，市场信心受到打击，自

2014 年四季度以来，维生素价格均呈回调下降的趋势。受新竞争者加入影响，原市场供应格局被

打破，维生素 E 产能增加，价格急剧下降。基于环保、成本的压力，产家积极向下游高附加值产

品延伸，但是短时间内未能扭转产能过剩的现状，意味着维生素市场价格竞争很难得到根本改观。 

2、医药行业：目前国家医疗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新环保法实施、药价改革、公立医院改革、

药品招标、药品互联网销售等各政策因素都可能对医药行业竞争格局带来新的变化，对企业将造



成的相关影响及应对措施如下： 

新环保法规定，一旦发现企业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事故以及不落实生态保护措施造成

生态破坏等行为，将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查处力度明显加大，同时鼓励企业采用资

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工艺、设备以及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无害化处理技术，

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新环保法实施提高了对医药行业环保标准的要求，违法成本大大提升。公司

作为医药化工企业，对环保的大力投入和工艺改进已经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

益，环保已不成为企业运营与发展的短板。1）生命营养类业务：公司年产 2 万吨维生素 E 项目

2014 年 3 月在昌海生物正式生产，通过绿色工艺改造从源头解决三废问题，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

经济，显著减少了三废排放量。环保设施与维生素生产区块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目前已投入资金 4.1 亿元：废气控制投资 1 亿元，采用德国杜尔涂装系统工程公司（DURR 公司）

设计，建造高度自动安全废气处理设施，对工业废气处理后进行无害资源化再利用，节约了蒸汽

成本 3000 万元/年；废水控制投资 3.1 亿元，采用中国工程院任南琪院士主持设计的废水处理设

施，削减了 COD33T/天。新基地按欧洲标准对环保区块规划设计，目前昌海生物万元产值 COD 排

放量仅为 0.172kg/万元，远低于浙江省平均排放量 0.68 kg/万元。2）医药原料药和制剂业务：

公司所有原料药品种和在产制剂型都通过了新版 GMP， GMP 管理贯穿了生产过程的始终。未来，

公司将继续履行环保方面的社会责任，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014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意见》，要求建立科

学合理的公立医院运行补偿机制，通过取消药品加成、允许医生多点执业、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

格等政策措施，降低药品虚高价格，破除“以药养医”机制。同时，要求公开透明医院经济运行

和财务活动，完善公立医院用药管理、处方审核制度，改革药品集中采购办法，按照质量优先、

价格合理原则，采取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等办法开展集中招标采购，增强医疗机构在

药品招标采购中的参与度；鼓励跨省联合招标采购，保证药品质量安全，切实降低药品价格，有

效遏制药品购销领域的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2014 年 11 月，发改委发布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

方案（征求意见稿）》，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除了一类精神、麻醉药品和低价药品外，取消药品

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限价或出厂价格，通过医保控费和招标采购，由市场竞争形成药品实际交易

价格。医保基金支付的药品，由医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医保支付标准，引导市场价格合理形

成。专利药品（包括医保目录外专利药品）、独家生产的中成药等市场竞争不充分的药品，建立多

方参与的谈判机制形成价格。医保目录外的血液制品、国家统一采购的预防免疫药品和避孕药具，

通过招标采购或谈判形成市场交易价格。这就意味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政府仍将继续通过招标降



低药品采购价格，医药行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无论是公立医院改革还是药价体系改革、招标政

策改革，都将导致中标产品数量减少，价格面临大幅下降的风险，药品毛利下降。这将对公立医

疗机构形成有形和无形的监督，也有利于医药市场规范化，医药行业优胜劣汰，有品种优势和具

备市场管理能力的药企将会胜出，对公司而言，风险与机遇并存。公司品牌制剂（来立信、来可

信、加立信）通过狠抓产品质量和销售队伍建设，过去几年销售均保持稳定。下属医药商业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也坚持以质量、效益为中心，通过了 GSP 认证，销售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但是在新形势下，药品价格体系改革、药品招标政策变化均可能对公司的销售业绩产生一定的影

响。公司将积极跟踪政策变化，围绕招投标、药品定价等政策，提升营销团队的整体素质，做好

应对措施，同时做好新产品的上市推广销售工作，降低产品的降价风险。 

2014年 5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取消了现行管理办法中“依法设立的药品连锁零售企业”才能开展互联网药品交易的条款限制，

还明确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者“可以委托物流配送企业储存和运输”，“可以凭处方销售处方药”。

如果处方药解禁、配送条件放宽，医药电商市场潜能将释放，对于医药企业来说，既是实现销售

增长的机遇也是对营销模式的挑战。公司以自己研发生产的营养保健品作为新的增长驱动，布局

大健康产业，2013 年 5月注册成立上海维艾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线下通过药店连锁推广入驻了

6000 家终端之外，还推行了电商营销，目前，三大黄金单品“好心人”牌辅酶 Q10、“来益”牌天

然维生素 E、“来益”叶黄素咀嚼片在线上累积了一定的好评和知名度。公司将适应国家医药改革

新政策新形势，积极探索新的产品营销模式。立足现有产品，完善生命营养品的市场布局，建设

浙江医药大健康产业。 

发展趋势 

1、国际：国际经济复苏势头呈现分化，不确定性增加，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国际贸易仍处于

低速增长通道，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显著。大分子药物（蛋白质类药物）增长势头迅猛，化学合成

原料药利润持续被压缩。随着大量原研药专利药到期，一定程度上将加快形成原研药和仿制药的

竞争新格局。 

2、国内： 

1)国际药品监管日益严格，贸易摩擦加剧，成本要素不断上涨，环保监督处罚力度加大，医

药产业出口疲软，附加值高的制剂出口占比重低，原料出口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出口市场和竞争

对手的货币贬值减少了国内原料出口和贸易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也增加了客户临时违约的风险。 

2)在医保控费的主流趋势下，药品招标、药价改革市场化方向明确，公立医院改革、非公立



医疗机构放开为医药行业增长注入新的活力。药品降价压力凸显，效率和成本成为决定医药流通

企业市场份额的关键因素。媒体的宣传，推动民众对大健康、预防用药和保健方面的支付意愿上

升。 

 

 

(二)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大力推进"品质标准化、管理国际化、科研原创化、资本市场化"进程，坚守医药主业，

坚持"三高二低一结合"的产品开发战略和"质量领先、树立品牌"的市场开发战略，以技术创新作

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产品重心从原料向制剂转移，销售市场从国内向国内国际并重转移，保

持生命营养品行业优势地位，进一步推动特色原料药和制剂的发展，实现从普通医药化工企业转

型升级为世界领先的制药强企的长远目标。 

 

 

(三) 经营计划 

综合分析公司面临的行业态势，充分考虑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下给企业带来的诸多不确

定因素，结合目前公司主要产的竞争格局，公司 2015 年经营目标确定为：实现营业收入 48 亿元，

净利润约 1亿元（以上经营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对 2015 年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主导产品竞

争格局、国内外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为了达到上述经营目标，公司 2015年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适应国家医药改革新政策、新形势，积极探索新的制剂营销模式；完善生命营养品的生产

布局、市场布局和研发布局，立足现有产品，建设浙江医药大健康产业。 

2、整合公司研发资源，提高研发效率，使有限的研发资源面向市场、面向生产、面向消费者。

强化国际规范市场仿制药的申报，同时继续推进创新药物研发进程。 

3、以昌海建设为契机，重点推进特色制剂项目建设，统一规划好各个区块未来发展过程中的

功能性划分。 

4、抓精抓细现有特色产品的工艺完善和技术进步，形成特色产业链和产品树。 

5、建立面向全球的市场营销体系，加强欧洲、美国海外工厂的建设，加快与国际大公司在仿

制药上的合作进程，加快国际全方位人才的引进工作。 

 6、对各生产企业全面进行 HAZOP 分析，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一如既往地做好安全、环

保、节能及员工职业健康工作。 

 



(四)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公司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项目所需资金将立足于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适时出售公司持

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基本可以获得较为充分的资金来源保障。同时，严格控制公司各项费

用支出，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合理安排资金使用计划，保证公司平稳、健康、有序发展。 

 

(五) 可能面对的风险 

1、产品结构风险  

公司业绩过于依赖生命营养类产品，2014 年受全球经济影响和新的供应商加入，主导产品维

生素 E 原几大供应商垄断格局被打破，价格下跌明显，对公司业绩造成直接影响，制剂产品销售

额虽然逐年稳步上升，但占比依然偏小，目前的产品结构给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较

大压力，未来将逐步调整升级，最终实现生命营养品和医药产品均衡发展的格局。 

2、市场风险  

（1）应收账款风险 

近年来，公司主导产品价格下降，可能面临包括价值变动和应收账款坏账等风险。对此销售

部门将进一步完善信用政策和信用评估体系，通过建立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及追踪分析制度，降

低应收账款风险。 

（2）汇率风险 

全球经济复苏形势呈现不确定性，公司面临出口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波动风险。公司将选择性

地借助金融工具降低汇率风险。 

3、新生产基地 

（1）投资回报年限延长的风险 

原定的募投项目建设期与模拟投资回报可能由于市场环境、价格等因素的变化，造成投资回

报年限延长的风险。 

（2）折旧风险 

新区技改投入使用的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会增加在产产品的成本压力。 

4、新产品研发风险 

    产品研发具有低成功率、高风险的特点，从确定研发方向立项到临床成功再到获批生产上市

都经历很多复杂的环节，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失败，前期大量资源的投入存在无法取得回报的风

险和可能。 

5、规模扩大引致的管理风险  



    公司近年来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成立了多家子公司，资产、业务、机构和人员不断扩展，如

管理层未能及时调整经营观念和管理手段，将面临企业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创新风险和管理风险。

本着统一领导与分层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公司将进一步完善组织架构，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建

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效益不断增长的、适合公司实际的分权经营、分级管理现代企业组织形

式。 

6、环保及安全经营风险 

   随着新环保法的出台，政府对环保违法行为的监督将更加严格，如果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三

废”及其它污染物处理不当，企业将可能面临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的处罚。公司将继续坚持可持

续发展理念，提高生产过程“三废”的收集率，末端集中达标处理，从而大大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公司属于医药化工企业，由于生产过程操作不当或者员工安全意识不强，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发

生，进而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为此，公司将加强对各生产企业员工的安全知识培训，全

面落实岗位安全达标制度。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2014 年 10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及六届十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浙江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相关公告已刊登在 2014 年 10 月 29 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 2014 年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

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相应变更。具体变更情况详见本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二项：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将浙江来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新昌县来益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新昌县来益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昌海生物有限公司、杭州来益生命营养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

司、浙江来益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来益生物药物研究开发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维艾乐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海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香港博昌贸易有限公司、维泰尔有限责任公司、ZMC

欧洲有限责任公司等 13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

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4.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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