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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216                                                  公司简称：浙江医药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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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50,102,013.98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609,583,961.17 元。按《公司章程》规定，以 2016年度实

现的母公司净利润 609,583,961.17元为基数，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60,958,396.12元，提取

5%的任意盈余公积金 30,479,198.06元后，加上母公司期初未分配利润 3,399,381,022.04 元，期

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3,870,721,989.03 元。公司拟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96,284.8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1.45 元（含税），计派送现金红利

139,612,96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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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梦梦 

办公地址 浙江绍兴滨海新城马欢路398号科创园

A楼（综合楼）3层 

浙江绍兴滨海新城马欢路

398号科创园A楼（综合楼）

3层 

电话 0575-85211969 0575-85211969 

电子信箱 zmc3@163.com zmc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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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于 1999 年 10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主

营业务为生命营养品、医药制造类产品的销售及医药商业。 

生命营养品主要为合成维生素 E、天然维生素 E、维生素 A、维生素 H、维生素 D3、辅酶 Q10、

β -胡萝卜素等脂溶性维生素和类胡萝卜素产品。 

医药制造类产品主要为盐酸万古霉素、替考拉宁、本芴醇、蒿甲醚等医药原料药和“来立信”

（乳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及其片剂）、“来可信”（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加立信”（注射用替考

拉宁）、“来益”（天然维生素 E 胶丸）等医药制剂。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了创新药苹果酸奈诺沙星

原料药及其胶囊的生产批文。 

医药商业业务主要是公司下属医药流通企业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以配送中标药品为主，以

零售为辅，经营范围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物制品、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等。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所有物料均按生产工艺要求及国家相关法规要求的质量标准采购，建立了原材料供应商

评价体系和原材料检验控制制度，审定合格供应商并定期复核，保证原材料的品质。提供用于生

产出口产品的原材料供应商需经过 FDA、TGA 等认可。 

公司医药商业业务主要通过直接向制药企业进行采购，代理其产品在浙江省的销售，或向其

他销售代理商采购药品后销售给医疗机构、药品零售商与批发商。 

2、生产模式 

目前公司的各生产线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生产。销售部门制定销售计划；生产计划调度部制

定生产总计划并了解进度，统一协调；车间按照 GMP 规范组织生产；生产管理部监督安全生产；

质量保证部负责对生产过程的各项关键质量控制点和工艺流程进行监督检查。 

3、销售模式 

生命营养品根据适用对象分动物营养品和人类营养品，主要用于饲料添加剂，以及食品、膳

食补充剂和化妆品领域。动物营养品主要以自营出口的方式销售至欧美地区，同时也通过国内外

贸易公司或中间商销售至南美、东南亚等非主流市场。人类营养品主要通过与规模较大的膳食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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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剂生产企业、大型化妆品公司直接建立业务关系，并与有实力的分销商建立合作关系。 

公司医药原料药绝大多数用于出口，且以自营出口为主，少量通过贸易公司、中间商出口。医药

制剂产品则主要采用学术推广和代理分销两种模式进行销售。 

医药商业主要是公司下属医药流通企业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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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营来赢得发

展。来益医药已于 2014 年 9 月通过了新版 GSP 现场检查，并于 2014 年 10 月取得《药品经营许

可证》和 GSP 认证证书，有效期至 2019 年 10 月 27 日止。报告期内，来益医药完成了药品仓库

整体搬迁至自动化信息化现代物流基地，该物流基地已被列入杭州市现代物流业重点项目库。 

（三）行业情况说明和业绩驱动因素 

维生素行业的市场需求主要来自于其下游的饲料、食品、医药等领域，总体需求平稳低速增

长，供给集中度高，环保成本、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加速了维生素厂商竞争格局的变化。报告期内，

《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相继开始实施，新环保法律法规要求对纳入重点排污单

位的生产企业自动监测并公开排放信息，评估环境风险，引导企业淘汰落后设备、技术方法和工

艺，对达标排放以及建设项目的准入形成更高要求。 

医药行业关乎民生，周期性、区域性不明显。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医学的发展，全

球医药行业呈现出增长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 年，国内医药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0.8%，增速高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报告期内，医药政策密集出台，涉及加快药品注

册审评审批、保健食品注册、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两票制”等方面，规范和推动了

医药行业的发展。自招投标、医保控费、限抗等政策实施以来，药品价格呈下降趋势，药品降价

风险成为影响公司业绩的又一重要因素。 

（四）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作为全国医药大型综合性化学制药企业，2009 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浙江省工业行业

龙头骨干企业。报告期内被列入 2016 年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百强，众牌饲料级维生素被浙江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复评认定为“浙江名牌产品”。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成为我国脂溶性维生素、抗耐药抗生素、喹诺酮类抗生素产品的主要

生产基地，合成维生素 E 产量国内最大，为全球第二大生产商；天然维生素 E 产量为国内最大，

全球第三大生产商；β -胡萝卜素和斑蝥黄素是全国最大、全球第三大供应商；盐酸万古霉素及替

考拉宁已占全球产量的 40%以上；公司制剂产品：乳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商品名“来立信”）占

全国销售的 20%以上，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商品名“来可信”）占全国销售的 30%以上，注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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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考拉宁（商品名“加立信”）为国内最大生产商。目前，浙江医药已发展成为一家技术先进、规

模大、实力雄厚、对全球市场具有影响力的医药企业。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8,814,303,895.58 8,248,813,636.46 6.86 7,869,425,252.91 

营业收入 5,279,204,031.07 4,496,662,378.82 17.40 4,832,291,832.4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50,102,013.98 161,801,304.22 178.18 169,739,354.5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56,941,736.82 -54,517,609.45 938.15 215,472,945.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978,220,941.10 6,595,317,503.19 5.81 6,538,251,188.7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6,135,774.91 106,539,172.55 215.50 549,899,398.9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8 0.17 182.35 0.1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8 0.17 182.35 0.1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64 2.46 增加4.18个百分点 2.6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308,922,245.86 1,333,584,346.68 1,330,626,374.47 1,306,071,06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4,722,190.63 127,385,037.07 212,954,763.51 45,040,02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9,960,097.22 123,865,744.48 208,076,041.07 65,039,85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9,730,608.98 255,249,712.80 160,115,810.84 100,500,860.25 

管理费用 100,391,172.44 142,144,474.52 92,821,306.49 202,474,421.82 

注：报告期内，第一季度净利润较低，主要系一季度公司主导产品合成维生素 E、维生素 A 价格

低，毛利率少所致；第二、三、四季度净利润波动主要系管理费用列支不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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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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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8,0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4,35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昌县昌欣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0 207,282,778 21.53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国投高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0 151,127,573 15.70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21,935,500 2.28 0 无   国有法

人 

仙居县国有资产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0 17,244,632 1.79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

公司 

0 13,004,012 1.35 0 无   国有法

人 

黄希法 6,784,498 9,401,698 0.98 0 无   未知 

李贵云 1,400,876 5,501,708 0.57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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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46 5,349,042 0.56 0 无   未知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3,827,999 3,827,999 0.40 0 无   未知 

曾德生 3,480,600 3,800,000 0.39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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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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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生命营养品实现销售额 232,842.75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44.11%，同比

增加 37.28 %；医药制造实现销售额 101,628.86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19.25 %，同比增加5.87 %；

医药商业实现销售额 192,013.68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36.37%，同比增加 5.0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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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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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公司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如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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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公司名称 简  称 

1 浙江来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来益生物公司 

2 新昌县来益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来益生态公司 

3 浙江创新生物有限公司 创新生物公司 

4 杭州来益生命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来益公司 

5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来益医药公司 

6 浙江来益进出口有限公司 来益进出口公司 

7 上海来益生物药物研究开发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来益公司 

8 上海维艾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维艾乐公司 

9 浙江海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海隆公司 

10 香港博昌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博昌公司 

11 维泰尔有限责任公司 维泰尔公司 

12 ZMC 欧洲有限责任公司 ZMC 欧洲公司 

13 浙江来益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来益大药房公司 

14 浙江昌海制药有限公司 昌海制药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