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085

公司简称：同仁堂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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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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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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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仁堂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贾泽涛
67020018
67020018
jiazetao@tongrentang.com

股票代码
600085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证券事务代表

李泉琳
67020018
67020018
liquanlin@tongrentang.com

1.6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 年度本公司按照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5,179,501.87 元，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55,507,377.94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691,857,405.97 元，减去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已向
全 体 股 东 派 发 的 现 金 红 利 301,723,457.64 元 ， 2015 年 度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利 润 为
3,209,806,072.26 元。公司拟以 2015 年末总股本 1,371,470,2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 元(含税)。本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中医药起源于中国，兴盛于华夏，目前已经拥有上千年的历史，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代
表符号之一，同时也是国内医药行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政府对于中医药行业的扶持
力度不减，有力的推动中医药行业持续良性发展，使得中医药在保证人民健康的卫生事业中持续
发挥重要作用。
公司是一家以传统中成药生产和销售为主的老字号企业，拥有较为丰富的产品剂型，既包括
如丸散膏丹与药酒等传统剂型，也有片剂、口服液、胶囊、颗粒剂等现代剂型。公司始终恪守“炮
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堂训，讲求药德，以过硬的产品质量与诚挚的
服务在市场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公司拥有的药品品规逾 800 个，常年生产的品规超过 400 种，
其中安宫牛黄丸、同仁牛黄清心丸、同仁大活络丸、六味地黄丸、阿胶等产品知名度较高并保持
着较好的市场占有率。公司产品主要通过经销商渠道销往各地，下属商业零售平台通过设立新的
药店逐步拓展自有终端网络。
2015 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医药行业监管日趋严格，市场消费动能结构性分化，多重
影响因素给医药企业带来了严峻挑战。公司严格落实董事会年初制定的战略部署，坚持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通过对品种群进行划分，开展“一品一策”、
“一区一策”、
“一品多策”和“分类定策”
等有针对性的产品销售策略，与经销商深度合作确立良好的供需关系，切实推动大品种在报告期
内按照经营计划实现增长，安宫牛黄丸、同仁牛黄清心丸、同仁大活络丸等主导大品种市场反映
良好；同时，公司继续执行以大品种带动二三线品种增长、持续扩充和细化品种群的品种策略，
较好的完成了二三线品种的年度预定销售目标，为后续增强品种盈利能力、有效开拓市场空间奠
定良好基础。公司系内的医药商业零售平台拓宽思路、克服市场低迷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提供
差异化服务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以完善服务体系，较好地巩固了客户群体，拉动门店销售，如期
完成“十二五”期间的门店开设规划。报告期内，公司发挥品牌、品种、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有
效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对经营思路实施微调，积极应对行业增
速放缓带来的压力，总体顺利实现年度经营目标，圆满完成公司“十二五”规划。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项目

2015年

2014年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39,869,236.38
10,808,761,229.94
875,179,501.87

12,946,675,907.79
9,685,867,522.55
763,669,171.31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比上年
2013年
增减(%)
10.76 11,911,900,010.52
11.59
8,714,647,401.68
14.60
656,013,72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期末总股本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8,231,286.28

745,666,418.20

16.44

633,345,695.08

7,117,942,927.53
832,472,845.63
1,371,470,262.00
0.645
0.639
13.33

5,518,957,805.76
696,013,987.24
1,311,230,748.00
0.582
0.562
14.49

28.97
19.61
4.59
10.82
13.70
减少1.16个
百分点

5,017,972,105.22
676,398,667.36
1,311,097,303.00
0.503
0.487
14.91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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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8,610,322.14

2,588,831,089.70

2,285,282,781.09

2,866,037,03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9,735,085.25

250,102,338.81

172,999,189.87

212,342,88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38,876,932.95

249,077,284.11

172,823,134.64

207,453,934.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5,174,776.07

295,916,574.42

100,489,728.52

140,891,766.62

项目
营业收入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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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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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产品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0

719,308,540

52.45

0

无

72,655,829

5.30

0

未知

股份
状态

股东
性质

数量
0

国有法
人
其他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57,340,842

4.18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31,705,502

2.31

0

未知

未知

30,001,507

2.19

0

未知

其他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保守型投资组合

28,559,024

2.08

0

未知

其他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产品

22,152,852

1.62

0

未知

其他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 沪

20,558,203

1.50

0

未知

其他

18,999,998

1.39

0

未知

其他

12,309,400

0.90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17,998,092

-4,963,24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报告期末持有股份 719,308,540 股，无质押或
冻结情况，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
主要股东，分别持有三家公司 99.98%、97.56%、98.31%股份，
因此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及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存在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
动人。除上述股东外，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环境低迷的状况，公司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开拓思路，对
经营管理模式不断进行探索，增强各部门工作的联动性与协调性，促进上下游工作有序衔接，确
保经营计划的稳妥落实。
营销工作情况：
经营团队在报告期内深入市场，从贴近终端、完善考核体系、建设品种群等方面开展工作。
通过对近几年销售工作下沉终端的经验梳理总结分析，证明减少销售中间环节既降本增效又强化
管控，终端销售渠道的建设很重要，经营团队继续加大该方面的工作力度，为今后拓展渠道积累
经验；经营团队还将终端建设列入考核项目，既强调品种又重视网络布局，培养了团队的品种发
展意识和终端责任意识；经营团队以品种运作为核心开展品种梯队的发展性建设，通过贴近市场、
了解需求、分析特性，确立了“一品一策”、“一区一策”、“一品多策”和“分类定策”等更加灵
活实用的销售模式，在稳固同仁牛黄清心丸、同仁大活络丸等大品种市场地位的同时，也持续加
强对二三线品种的运作，结合区域特点、季节特点、产品剂型，开展宣传推广活动，有力的拉动
了该类别品种的销售上量。
此外，经营团队也继续扩充讲师团队伍，积极参与药品学术推广交流会，通过微信、微博等
自媒体平台助力产品推广。公司采用专销模式重点打造的产品安宫牛黄丸，在报告期内成长性较
好，在大品种运作模式创新上实现了良好开端。2015 年，同仁堂集团参与由卫计委脑卒中防治工
程委员会主办的中国防治中风宣传月活动，帮助大众提升对于脑卒中防治的认知，有效提高了安
宫牛黄丸的知名度，拓宽了脑卒中临床用药范围，进一步提升了安宫牛黄丸和需求群体的有效对
接。公司产品巴戟天寡糖胶囊，在缺少医疗市场通道的情况下，经过 2 年多的培育，销售规模在
报告期内终于突破千万元。报告期内，品种运作情况整体良好，大品种成长稳定，继续保持较好
的市场竞争力，二三线品种对公司整体销售的贡献有所提升，仍然保持平均双位数以上的增长，
北京社区医疗销售持续平稳。
在药品流通领域，根据商务部市场秩序司发布的《2015 年上半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分析与发
展趋势预测》显示，上半年药品流通行业销售增幅趋缓，药品零售市场销售总额 1,682 亿元，扣

除不可比因素比上年同期增长 8.7%，增幅回落 0.3 个百分点。公司自有药品零售平台在 2015 年面
对经济增长放缓、行业增幅回落的状况，坚持以突出品牌、提升服务为核心，结合不同区域特点，
开展有针对性、有特色的中医中药知识讲座、义诊、促销等各类推广活动，以满足客户需求、保
证销售规模。通过管理升级、优化库存等形式向内部挖潜要效率，年度收入与利润双双实现两位
数增长，在 2015 年末已设立终端零售药店 501 家，在保证经营质量的前提下全面完成“十二五”
规划的门店数量。
2015 年，公司营销工作稳健推进，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贴近终端、拉动需求、
灵活应对、确保利润，顺利完成年度销售计划。
科研工作情况：
公司始终将科研工作视为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报告期内，公司科研部门继续
围绕新品研发、原有品种的二次科研、生产工艺改进与技术研究、专项产品资料修订、配合经营
团队学术推广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在新药研发方面，公司研制的 6 类中药复方新药清脑宣窍
滴丸，已经完成Ⅲ期临床试验，并针对其生产转化进行了提取及制剂工艺验证，目前按照药监部
门的规定完善有关资料，为申请报批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科研部门继续推进巴戟天寡糖胶囊的
Ⅳ期临床研究，按照计划进展顺利，已经完成超过 2000 个病例的临床研究，为该产品在市场的重
点推广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资料和数据支持。对原粉灭菌技术的应用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将成为
公司生产环节重要的技术储备。此外，科研部门还对大品种安宫牛黄丸的古今文献、市场反馈进
行整理研究，配合该品种的专销工作提供学术支持并为其推广方案提供建议，协同促进该品种的
销售上量。
各项管理工作情况：
公司各项管理工作在报告期内平稳有序开展，继续推进生产工序机械化、持续加强质量管理、
健全子公司法人治理、完善品牌保护体系，实现了公司整体的良性合规运作。公司在原有机械化
生产的基础上，继续对产品外包装环节进行机械化设备验证，以适应不同规格包装工序的及时互
换，从而有效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劳产率。此外，公司也按照北京市对于工业单位的环保要求，
加紧实施“煤改气”环保改造，并对有关排污设备更新换代，在实现排放达标的同时促进节能降
耗。
2015 年，公司继续贯彻落实质量目标责任制，加强对各生产基地的质量管理。为确保质量管
理落实到位，各工业基地加强对员工培训以提升责任意识，同时公司本部的质量派出人员也在生
产一线对各个工序实施有效监控。2015 版《中国药典》在年内实施，公司及时组织质量管理人员
参与培训并在企业内部做好宣传普及，为接下来的对标和执行做好准备。报告期内，公司接受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北京市食药监局东城分局的多次抽检，涉及数十个品种数十批次的产
品以及多个批次的原材料及药用包材检查，全部合格并保持良好记录。
公司严格执行品牌保护制度，邀请执业律师对各部室及各单位进行专业培训，以生动案例讲
解帮助员工加深对于有关法律法规的认知和理解；继续完善品牌管理的相关制度，并加强对所有
商标使用环节的授权备案管理，做到品牌保护内外兼修。品牌管理部门通过与多个省市公安机关、
食药监部门的有效配合，成功破获两起假冒制售公司拳头品种的案件，保护了公司及消费者合法
权益不受侵害，维护了品牌声誉。
报告期内，投资管理部门与内控工作组联合指导子公司内控建设与自查工作，修订并下发子
公司管理办法，切实提升子公司资产管理水平；完善子公司法人治理，发挥子公司董事会决策指
引作用，引导子公司在合规运作的同时要创新思维、多元化发展，保证经营质量的前提下发掘新
的增长点。子公司在报告期内运行情况稳定，在整体经济环境较为低迷的情况下继续实现收入、
利润的稳定增长。
2015 年，公司的工程项目总体上数量多、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公司千方百计抓紧落实
项目建设。位于北京大兴医药产业园区的生产基地项目，由于报告期内受市委市政府关于环保及

安全的有关要求影响，整体工期有所延迟。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正在加紧内部装修，并开
始安装调试大型公用设备及库房设施，预计 2016 年内达到可使用状态。
公司位于河北安国的基地建设在年内如期推进。其中，安国中药材加工基地项目已经全面完
成厂房建设及配套工程，设备安装也已到位。在此基础上，安国事业部与公司有关部室通力配合，
已经完成安国中药材加工基地的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公司管理架构初具规模。同样位于安国基地
的仓储物流项目主体建筑与内装修及周边配套也已基本完成，并在报告期内顺利通过质监局的验
收备案，现已开始为审计结算进行筹备工作。安国基地项目是公司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部
署，结合产能现状、政策趋势、着眼未来长远发展所进行的生产布局规划，全部使用自有资金。
安国素有“药都”之称，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和中药文化发祥地之一，工业生产前移至原
材料集散地，有利于减少运输环节，生产链条前后衔接更加紧密。该项目也获得了当地政府的大
力支持。安国项目完成后，将成为公司扩充产能、提升效率、未来完成“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支
撑力量。
2015 年是公司“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面对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市场环境低迷等困境，
董事会按照稳中有增、夯实基础、重在长远的经营思路，带领全体员工攻坚克难，实现了报告期
内经营质量和资产质量双增长，顺利的完成年度计划，圆满实现“十二五”期间的各项既定目标。
2016 年，公司也将按照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方向，以政策为引领，尊重行业发展规律，以市场为导
向，确立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经营思路和执行策略，实现“十三五”的顺利开局。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的。
7.2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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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包括：
（1）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为：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成都有限公司、大宏贸易有限公司；（2）新设子公司为：北京同仁堂科技发
展（唐山）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京北华盛中医诊所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咸阳药店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同仁堂郴州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同仁堂柳州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同仁堂银川药
店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廊坊药店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朔州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同仁堂邢
台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同仁堂六里桥北药店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牡丹江药店有限公司、北
京同仁堂焦作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同仁堂安阳药店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兰州药店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陕西麝业有限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同仁堂陕西麝业仅取得营业执照，股东
尚未实际出资。

7.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
见。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振坤
2016 年 3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