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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吕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邱仁波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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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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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8,896,632,277.36

8,598,069,911.29

3.47%

758,380,756.56

1,147,278,457.64

-33.90%

695,792,411.78

856,930,262.10

-18.80%

302,314,164.48

218,779,623.89

38.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34

0.6557

-33.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34

0.6557

-33.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4%

8.89%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6,096,806,585.74

24,201,348,154.75

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66,793,123.79

14,619,821,308.60

4.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5,675.6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6,459,624.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51,230.6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433,797.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01,927.23
62,588,344.7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3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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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168,355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远大集团有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77%

730,938,157

0 质押

国有法人

15.69%

274,620,000

0

境外法人

1.82%

31,905,503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7%

22,186,818

0

0.61%

10,713,280

0

其他

0.45%

7,926,311

0

其他

0.34%

6,000,000

0

金一五零四一组 其他

0.30%

5,253,350

0

限责任公司
杭州华东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数量
239,970,000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自 其他
有资金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二组合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三组合
基本养老保险基
合
#杨玉山

境内自然人

0.29%

5,000,000

0

#陈绍明

境内自然人

0.22%

3,764,388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30,938,157 人民币普通股

730,938,157

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74,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4,62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905,503 人民币普通股

31,905,50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2,186,818 人民币普通股

22,186,818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10,713,280 人民币普通股

10,71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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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金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7,926,311 人民币普通股

7,926,311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5,253,350 人民币普通股

5,253,350

#杨玉山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陈绍明

3,764,388 人民币普通股

3,764,38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四一组
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第二大股东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288,000,000 股，占公司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本 16.46%，截至本报告期末，其中 13,380,000 股在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办理
了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本报告期末，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第 9 名股东杨玉山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
司 5,000,000 股；第 10 名股东陈绍明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 3,651,388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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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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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款项融资

578,065,866.37

828,659,217.25

-30.24% 主要系本期票据付款及贴现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56,122,946.06

250,916,482.07

41.93% 主要系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6,804,796.17

83,073,823.45

40.60% 主要系应收暂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1,201,382.80

85,654,691.58

-40.22% 主要系期末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931,645,777.92

712,069,194.08

30.84% 主要系期末预付设备购置款及无形资产购置款增加
所致

应付票据

981,406,149.63

554,336,058.71

77.04% 主要系本期票据付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209,937,945.01

151,611,367.86

38.47% 主要系本期取得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管理费用

277,542,542.53

196,704,190.05

41.10% 主要系上年同期基数较低及本期薪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8,531,468.21

15,759,648.63

-45.87% 主要系公司利息收入增加及融资成本降低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04,336.80

306,269,024.44

-99.90% 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公司英国全资子公司Sinclair相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关产品西欧地区市场经销权益
投资收益

-26,664,999.81

-1,256,335.99

-2022.44% 主要系本期贴现息增加及联营企业净利润同比减少
所致

其他收益

76,459,624.41

20,044,478.23

净利润

774,473,984.45

1,153,425,789.92

281.45%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32.85% 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获得资产处置收益较高及本
期子公司受政策影响毛利额下降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302,314,164.48

218,779,623.89

-486,980,878.94

-21,112,417.22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38.18% 主要系本期回款增加所致

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2206.1% 主要系本期股权投资款项增加及上期公司英国全资

量净额

子公司Sinclair相关产品西欧地区市场经销权益出让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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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期公
证券品 证券代 证券简 最初投 会计计 期初账 允价值
种

码

称

资成本 量模式 面价值 变动损
益

境内外
股票

RAPT

RAPT

合计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买金额 售金额

损益

面价值 算科目

其他权
23,582, 3,113,97 3,113,97

400.00 值计量

877.56

20,207,

23,582, 3,113,97 3,113,97

--

本期购 本期出 报告期 期末账 会计核 资金来

877.56

7.59

7.59

源

动

20,207, 公允价

400.00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计入权

7.59

7.5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6,696,
855.15

益工具
投资

26,696,
855.15

自有资
金

--

--

不适用

不适用

注：本公司子公司华东医药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出资 300.00 万美元购买 RAPT Therapeutics, Inc.

218,102

股 C-2 轮优先股。RAPT Therapeutics, Inc. 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RAPT）
，截止
报告期末，华东医药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RAPT183002 股，占 RAPT Therapeutics, Inc. 总股份的 0.74%。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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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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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谈论的主要内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容及提供的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料

2021 年 02 月 18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沟通

机构

中金公司等

华东医药自免

详见公司发布于深交

创新药引进及

所互动易网站和巨潮

海外医美能量

资讯网站的《2021 年 2

源公司收购投

月 18 日投资者关系活

资者交流会

动记录表》
详见公司发布于深交

2021 年 02 月 25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沟通

机构

海通医药、华泰
证券等

所互动易网站和巨潮
投资者交流会

资讯网站的《2021 年 2
月 25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详见公司发布于深交

2021 年 03 月 03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沟通

机构

兴业证券、华泰
证券等

所互动易网站和巨潮
投资者交流会

资讯网站的《2021 年 3
月 3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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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司 2021 年一季度经营情况概述
（一）经营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8.97 亿元，同比增长 3.4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58 亿元，同比下降 3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6 亿元，同比下降 18.80%；核心子公司中美华东报告期内整体经营稳定，受部分产品降价
影响，实现营业收入 30.92 亿元，同比下降 14.58%，环比增长 38.61 %；实现净利润 7.30 亿
元，同比下降 14.60%，环比增长 85.30%；医药商业及国内医美业务均较同期出现恢复性增
长，医药商业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6.0%，控股子公司华东宁波医美业务收入增长
63.3%，海外新冠疫情虽未结束，英国 Sinclair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仍呈现恢复态势,同比增
长 12.7%。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推进研发各项工作，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医药工业研发投入合计发生
2.83 亿元，同比增长 2.3%。
报告期内影响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有：（1）中美华东主要产品阿卡波糖片收
入及毛利与上一报告期国家集采执行前相比均出现明显下降（阿卡波糖片去年 4 月份开始全
面执行国家集采，2020 年一季度未受集采影响）；（2）百令胶囊自 2020 年 12 月国家医保续
约降价谈判成功后，2021 年 3 月 1 日调整后价格（价格降幅 33.8%）在全国开始正式执行；
（3）公司 2020 年一季度非经常性损益为 2.90 亿元，其中包括英国子公司 Sinclair 向高德美
公司转让产品区域经销权益获得净收益 3065 万英镑，大幅增厚公司当期整体收益，本报告期
内无该类事项发生，其他非经常性损益合计为 0.63 亿元，导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
降幅进一步加大。
随着集采常态化和院内院外销售模式的推进，公司将进一步深化创新和国际化转型工作
和战略实施力度，加快内部各业务单元从成本中心向利润中心转变的力度，基于公司各业务
板块的优势，在综合提升盈利能力的同时，增强自身的综合竞争力并力争实现 2021 年全年利
润增长的目标。
（二）主要工作概述
1、医药工业
截至到报告发布期，公司创新药业务迎来多项里程碑式重大节点，1 类新药 IMGN853
（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新型抗体偶联药物 ADC，用于治疗卵巢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计划将于 2 季度开展一项国际多中心Ⅲ期研究和一项评价

9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中国成人患者中的安全性、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的Ⅰ期研究；用于测量肾小球滤过率的荧光
示踪剂的 1 类新药 MB-102 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与美国 Provention Bio 达成独家临
床开发及商业化协议获得 Provention Bio 在研产品——双特异性抗体 PRV-3279 两个临床适应
症（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处于美国临床 1 期，用于预防或降低基因治疗的免疫原性处于
美国临床前研究）在大中华区的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权益。
公司与福广鸿信医药产业基金共同出资 3500 万元对专注 ADC 技术药物研发平台公司诺
灵生物进行股权投资，按照约定有权在截至 2026 年之前享有其在研产品优先受让权。公司以
48,750 万元收购道尔生物共计 75%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道尔生物是我国一家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从事创新生物大分子抗体药物开发的平台型研发企业，拥有全部在研产品的全球权
益，其中 1 款治疗胃癌的候选药物和 2 款治疗Ⅱ型糖尿病、NASH（非酒精性脂肪肝）等代
谢疾病的候选药物计划将于 2021 年内在中国提交临床试验申请。
自 2019 年起，华东医药陆续投资、控股、孵化多家国内拥有领先技术的生物科技公司，
包括投资了多肽技术平台型企业派金生物、专注免疫疾病的抗体公司荃信生物、有 ADC 连接
子与偶联技术的诺灵生物，孵化了拥有开发 ADC 药物毒素原料全产品线的珲达生物，控股了
多抗平台型公司道尔生物。通过一系列的投资并购，逐步形成华东医药研发生态圈，公司将
整合及充分运用上述平台的综合研发实力，基于优势靶点，并结合公司核心治疗领域的具体
临床需求，不断研发新的抗体和多肽类药物，并做好国际化布局工作。
2、医药商业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商业加快以“院内转院外、线下转线上”的渠道变革工作，重新定
位零售市场，重点发展 DTP、院内院边店和特色门诊部，实现品种与管理的双下沉，打造“线
上线下联动”的全新发展格局；通过自建平台和入驻线上公共平台，积极拓展互联网营销业
务。并成立了华东医药第一家互联网医院，正式进入“互联网+慢病管理”医疗服务新领域，
将通过互联网平台整合医院资源，管理院内外病人，积极探索面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营
销服务新模式。
医药商业继续加大创新业务，全资子公司华东医药供应链管理（杭州）有限公司获得了
浙江省邮政管理局颁发的省内第一张医药冷链企业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并获得了浙江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三方储存和运输疫苗服务资格，为浙江省独家。
3、医美业务
截至到报告发布期，公司医美全球运营中心英国 Sinclair 完成了对西班牙能量源设备公司
High Tech 的全部收购，这是公司首次实现境外的同行业并购，是华东医药全球化战略实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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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里程碑。今年 4 月，公司全球独家胶原蛋白刺激剂长效微球 Ellanse®伊妍仕™获得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上市批准，将于下半年正式登陆中国市场。
公司继续加快推进其他核心医美产品在中国的临床注册工作进度。2 月 10 日英国全资子
公司 Sinclair 用于中面部组织提拉的可吸收埋线产品 Silhouette®Instalift®顺利通过科技部遗传
办备案，正式进入注册临床研究阶段，目前受试者入组进展顺利。该产品于 2015 年获得美国
FDA 认证，是目前美国 FDA 批准的唯一一款用于中面部组织提拉的可吸收埋线产品。
采用 OXIFREE®专利技术和工艺的新型高端含利多卡因玻尿酸填充剂 MaiLi®系列产品已
启动中国市场注册工作，并将于 2021 年上半年在欧洲市场上市。Sinclair 新进收购的西班牙
High Tech 公司冷冻溶脂产品 Cooltech Define 已获得欧盟 CE 认证，中国市场注册工作正在积
极准备中。
公司引进美国 R2 公司的冷触美容仪 Glacial®Spa（F0）正在积极筹备中国上市销售工作；
冷冻祛斑医疗器械 Glacial®Rx（F1）在有序推进中国的注册工作；F0 和 F1 已启动亚太市场
注册工作：F0 已在韩国获批上市；台湾已递交上市申请，2021 年有望获得许可；F1 正在准
备提交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上市申请。
公司在密切关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支持海南发展高端医美产业的最新政策，政策提
出“在乐城先行区的美容医疗机构可批量使用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或地区上市的医美
产品”等内容，公司目前在美国、欧盟等主流市场或地区上市的医美产品中已有多款无创和
微创产品符合政策鼓励的方向，上述新政有助于公司国际先进产品快速进入国内。公司正在
就符合政策鼓励的医美产品制定在海南注册工作计划，将根据国家最新政策积极推动落地工
作，以期尽早实现在海南先行区的上市销售。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