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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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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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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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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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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8,312,049,859.08 7,869,425,252.91 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606,821,414.53 6,538,251,188.72 1.0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619,183.04 131,433,154.58 -121.01 

营业收入 2,145,640,125.40 2,544,312,973.61 -1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4,860,418.72 211,565,259.51 -3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8,359,134.25 216,082,805.26 -131.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4 3.24 减少1.2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4 0.226 -36.2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4 0.226 -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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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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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39 13,004,012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量化进取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37 12,79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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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 6,87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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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 6,402,182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1 4,748,720 0 未知   

周生杰 未知 0.44 4,152,837 0 未知   

王戎 未知 0.44 4,1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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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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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宏观经济不景气与公司主导产品价格持续处于低位的双重背景下，公司经

营业绩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214,564.01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15.67%，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86.04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36.26%。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

争，公司经营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认真落实年初制订的重点工作，化危为机，强化内部管理，推

动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技术成果转化，促进公司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维生素 E 已全部转移至昌海生物分公司进行生产，受市场需求持续

低迷影响，维生素 E 价格自年初下跌至低点后一直在低位徘徊，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48,392 万元，

同比下降 44.15%。其他生命营养类产品：天然维生素 E 上半年销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是受

价格下降因素影响，销售收入同比下降 36.20%；维生素 A 系列上半年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26.81%；

维生素 D3 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100.80%，主要系去年下半年因市场供不应求价格强势上涨，今年上

半年虽有下降趋势但平均价格仍高于去年同期，销量也有所增加。公司原料药产品替考拉宁、盐

酸万古霉素 2014 年因市场原因销售收入大幅下跌，今年情况有所改观，销量上升显著，替考拉宁

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103.41%，盐酸万古霉素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109.13%。制剂类产品乳酸左氧氟沙

星注射液（来立信系列）、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来可信）、注射用替考拉宁（加立信）、天然维生

素 E 软胶囊（来益）等虽然面临国家药价改革、药品招标等新政策的影响，但因其优良的作用机

制和国内领先的产品质量，销售继续保持增长，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85%。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重新认定。产品研发工作取得了新进展。1.1

类创新药物苹果酸奈诺沙星胶囊 7 月通过了 CFDA 的生产现场动态核查,目前已上报 CFDA 食品药

品审核查验中心。与美国 AMBRX,Inc.合作的新型抗体偶联药物抗 HER2-ADC 产品已完成了临床前

研究工作，已向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Epworth 健康中心的伦理委员会递交临床研究申请，澳大利

亚药物管理局（TGA）将于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受理临床研究申请。 



报告期内，公司昌海生物基地建设及生产稳步推进。生命营养品区块年产 2 万吨合成维生素

E 项目目前生产顺利，通过大量应用最新技术，采用连续反应代替间歇反应，自动化控制率大幅

度提高，成本有了明显下降。生物制药区块左氧氟沙星项目于 2015 年 6 月开始试生产。出口制剂

区块口服固体制剂和软胶囊项目车间于今年 5 月结顶,力争明年上半年开始试生产。 

昌海生物盐酸万古霉素无菌粉针制剂项目 8 月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该项目为按国际规范

高标准建设的无菌制剂车间，大量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技术及装备技术，产品主要通过

国际认证出口美国、欧州市场，该产品采用 505（b）（2）申报 FDA 的 NDA 无菌粉针新药报批，

为目前中国第一个申报 FDA 的 NDA 无菌粉针新药报批类别的新药申请。公司盐酸万古霉素原料药

产量已占全球 40%，并已通过国际认证出口，本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原料药到制剂的产业升级。 

昌海生物仓储、动力、食堂及宿舍等配套项目已正常投入运行使用，环保中心引进的 YWQ

废气焚烧炉和 VAR 废液焚烧炉利用焚烧后的余热产生蒸汽不仅变废为宝减少了对周围环境影响，

而且创造了循环经济效益,降低了生产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商业业务受药品招标、二次议价等影响，药品价格大幅下降，下属来益

医药通过降费增效措施和加强销售队伍建设，抓住中标授权品种和中标区域增加的契机，积极引

进优质品种和拓展分销市场，以“放心、顺心、舒心”的优质服务提升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合作水

平，上半年仍实现销售收入 91,708.14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挖掘自产维生素系列，类胡萝卜素产品的原料制造优势，向保健品终端发展。

保健品销售全资子公司-上海维艾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经过一年多的市场开拓，与国内保健品连

锁商业 20 强大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合作门店已超过 8000 家。同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好心人”

牌辅酶 Q10、“来益” 牌天然维生素 E 和“来益” 牌叶黄素片销售销量正逐月上升，发展势头良

好。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换届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同时董事会任命了

新一届经营层领导班子，作出了公司历届以来幅度较大的一次人事岗位调整，新的公司经营班子

更加年轻化、专业化。本次岗位调整是针对公司长远发展的人力资源配置和“十三五”发展需要，

是对公司管理团队有计划、有目的的整合，有利于保持企业的后继发展力和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最终实现公司的长远目标。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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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5,640,125.40 2,544,312,973.61 -15.67 

营业成本 1,796,695,756.44 1,958,000,285.85 -8.24 

销售费用 99,832,103.02 102,571,383.82 -2.67 

管理费用 212,803,421.52 208,431,200.37 2.10 

财务费用 8,144,899.83 -19,694,496.38 141.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619,183.04 131,433,154.58 -121.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907,897.50 -297,868,708.74 57.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269,819.47 -80,376,171.06 415.11 

研发支出 71,987,488.65 59,280,546.85 21.44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系主导产品价格下降；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系研发费用增加和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和支付的股利减少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系研发项目增加所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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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去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8,765,993.44 13,776,065.29 -36.37 
系本期营业税、增值税减

少所致 

财务费用 8,144,899.83 -19,694,496.38 141.36 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88,026,999.17 18,039,777.36 387.96 
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增加

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897,500.00 -100 
系本期无交割远期结汇所

致 

投资收益 234,452,087.80 3,417,059.31 6761.22 
系本期出售部分可供出售

权益工具所致 

营业外支出 6,197,515.98 17,990,374.30 -65.55 
系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

失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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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对“生命营养品、特色原料药及制剂出口基地建设项目”部分实施内容进行了调整，暂缓

实施了其中的 11 个子项目，其他子项目目前实施进展情况如下：年产 2 万吨维生素 E 项目已全部

建成投产，目前生产顺利，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4.84 亿元；左氧氟沙星项目于今年 6 月开始试

生产；天然维生素 E、米诺环素、替加环素等项目已处于设备调试阶段；维生素 A、维生素 D3 项

目部分车间设备开始安装；口服固体制剂、软胶囊等项目尚在建设中。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在 2014 年度报告中披露了 2015 年经营计划的主要内容，2015 年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48 亿元，上半年实际完成 21.46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4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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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075,898.62 481,848,653.72 12.24 -31.15 -1.21 减少 26.60 个

百分点 

人类营养品 294,865,216.63 252,409,834.25 14.40 -36.20 -31.36 减少 6.04 个百

分点 

医药制造类 379,187,847.99 183,734,906.24 51.55 11.92 -9.74 增加 11.64 个

百分点 

医药商业类 917,081,411.61 873,778,069.67 4.72 0.68 0.78 减少 0.09 个百

分点 

其他 3,224,665.34 3,098,586.99 3.91 -89.42 -88.86 减少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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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923,073.30 443,290,624.32 8.40 -44.15 -14.32 减少 31.89 个

百分点 

维生素 A 系列 80,800,448.20 69,976,439.97 13.40 -26.81 -23.38 减少 3.88 个百

分点 

天然维生素 E

系列 

57,429,716.51 38,669,817.70 32.67 -36.20 -42.93 增加 7.94 个百

分点 

盐酸万古霉素

原料药 

80,573,450.59 46,928,244.61 41.76 109.13 82.38 增加 8.54 个百

分点 

社会产品配送 888,746,191.09 845,513,851.76 4.86 1.68 1.69 减少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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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制剂及医药商业。 

公司动物营养品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54,907.59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25.59%，同比下降 31.15%，

主要原因是受全球宏观经济不景气，需求低迷以及新竞争者影响，公司主导产品维生素 E 价格持

续低位徘徊，虽然昌海生产基地采用机器换人自动化水平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对公司竞争压

力有所缓和，但市场价格竞争仍然非常激烈。 

公司人类营养品上半年销售收入 29,486.52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13.74%，同比下降 36.20%，

原因是天然维生素 E、胡萝卜素产品受市场价格下降因素影响。 

医药制造类产品包括医药原料药和医药制剂，上半年销售收入 37,918.78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17.67%，同比增长 11.92%，主要是公司原料药产品替考拉宁、盐酸万古霉素等因市场情况改观，

销量均比去年同期有了显著上升，自产制剂产品来立信、来可信等销售继续保持增长。 

公司医药商业业务主要包括西药、中药、生物制品、医疗器械等，以配送中标药品为主，零

售为辅。由于受药品招标政策、二次议价等影响，药品价格大幅下降，下属商业流通企业来益医

药通过降费增效和销售队伍建设，上半年销售收入 91,708.14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42.74%，与去

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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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714,903.36 -10.37 

国外销售 701,720,136.83 -24.65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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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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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17,226,079.01 -14,028,619.3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投资 

002332 仙琚制药 22,751,453.78 6.75 4.22 373,938,800.00 216,952,218.10 4,907,201.5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投资 

合计 27,577,789.28 / / 373,938,800.00 234,178,297.11 -9,121,417.80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所持有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交通银行，代码：601328）股票 3,136,852 股，

取得投资收益 1,722.61 万元；累计出售所持有的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仙琚制药，代码：002332）股票 1297 万股，取得投资收益 21,437.62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再持有交通银行股份,尚持有仙琚制药股份 2159 万股。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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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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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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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08.67 12,178.08 -1,5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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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51.67 -7.05 -383.96 

浙江来益医药有

限公司 
商品流通 

中药材、中药饮

品、中成药、化

学药制剂、抗生

素制剂、批发等 

15,800 80,226.06 21,602.58 1,1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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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9,048.54 1,517.69 1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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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2.28 1,799.69 -336.66 

ZMC 欧洲有限责

任公司 
制造业 

饲料维生素预混

生产和销售 
EUR245 16,320.41 1,894.90 174.39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收益

情况 

盐酸万古霉素无

菌粉针制剂项目 
299,272,000.00 65% 179,746,795.86 179,746,795.86 - 



合计 299,272,000.00 / 179,746,795.86 179,746,795.86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说明： 

盐酸万古霉素无菌粉针制剂项目，是公司为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升级建设的重要项目，其

可行性报告已经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由于商业保密原因向上交所申请了豁免披露，

经过近两年的前期设计、规划等准备，目前该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该项目计划投资 29,927.20 万元，为按国际规范高标准建设的无菌制剂车间，大量采用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工艺技术及装备技术，产品主要通过国际认证出口美国、欧州市场。按计划公司预计将

于 2016 年 6 月采用 505（b）（2）申请 FDA 的 NDA 无菌粉针新药报批，力争 2017 年下半年产品

上市。预计本项目投产后可为公司带来销售收入 5000 万美元/年。 

 

 

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5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93,610.8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

现金红利 0.6 元（含税），计派送现金红利 56,166,48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公

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5 年 7 月执行完毕。 

 

(二)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否 

 

三、其他披露事项 

(一)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二)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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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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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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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来益生物公司）、新昌县来益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来益生态公司）、杭州来益生命营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来益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益医药公司）、浙江来益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益进出

口公司）、上海来益生物药物研究开发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来益公司）、上海维艾乐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维艾乐公司）、浙江海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海隆公

司）、香港博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博昌公司）、维泰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维泰尔

公司）、ZMC 欧洲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ZMC 欧洲公司）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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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李春波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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