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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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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恩华药业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26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保州

吴继业

电话

0516-87661189

0516-87661012

传真

0516-87767118

0516-87767118

电子信箱

dbz1966@126.com

nhwadsb@nhwa-group.com；
nhwawu@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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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697,126.67

1,344,316,335.33

1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1,933,913.48

146,351,243.43

1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1,524,428.77

146,040,964.69

17.45%

70,788,164.56

45,097,525.94

56.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26

0.2320

1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26

0.2320

1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7%

13.25%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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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3,476,185.59

2,550,922,408.08

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57,734,436.32

1,814,627,782.82

7.89%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59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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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徐州恩华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孙彭生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普通股数
股份状态
数量
量

35.09%

221,328,951

0

境内自然人

4.77%

30,065,211

22,548,907

祁超

境内自然人

4.45%

28,098,002

20,280,000 质押

陈增良

境内自然人

3.96%

24,955,369

18,716,526

付卿

境内自然人

3.96%

24,955,367

18,716,524

杨自亮

境内自然人

3.72%

23,457,772

17,593,329

高华－汇丰－GOLDMAN, SACHS &
境外法人
CO.

2.04%

12,894,193

0

马武生

1.42%

8,940,02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医
其他
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7%

8,000,00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合稳
其他
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91%

5,724,022

0

境内自然人

20,2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孙彭生、祁超、付卿、陈增良及杨自亮合计持有徐州恩华投资有
限公司 68.91%的股权和本公司 20.86%的股权，直接和间接控制本
公司 55.95%的股份，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于孙彭生、祁超、
付卿、陈增良及杨自亮五人在经营管理方面保持高度一致，并签
署了《合作协议》，以契约的形式成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
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概述
1）2016年上半年已悄然落幕，对于医药行业而言，这半年是医药政策出台较为频繁的时间阶段，重大的医药政策接二
连三地发布，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总局关于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实行优
先审评审批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
任务 》、《总局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情况的公告》等，随着各项重大政策法规的密集出台和贯彻执行，
将逐渐改变着中国医药市场的格局，使医药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人口老龄化、居民支付能力增强和基层医疗
需求不断释放的过程中，医药行业未来仍可保持长期平稳发展的态势。
面对目前复杂的医药经营环境，公司始终坚持“外抓市场一着不让，内抓管理细致入微”的工作思路，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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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不利因素，持续优化营销组织机构，加强营销网络和营销队伍建设，全力做好产品研发、市场开发、技术进步和降本增
效工作，保持公司在核心领域和核心区域的市场优势地位，保持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1,514,697,126.67 元，同比增长12.67%；实现利润总额200,963,782.35 元，同比增长16.75%；实现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171,933,913.48元，同比增长17.48%。
2）公司在2016上半年度投入研发费用32,777,522.11元，取得了较好的研发成果。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临床批件5项。
获得专利授权8项，其中：公司新申请国内发明专利4项，新申请国际专利（PCT）4项。
（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1,514,697,126.67 1,344,316,335.33

变动原因

12.67%

营业成本

865,490,232.79

784,411,427.31

10.34%

销售费用

339,052,998.57

288,770,255.62

17.41%

管理费用

80,649,223.56

71,266,365.96

13.17%

财务费用

-1,021,752.30

8,329,941.18

所得税费用

31,762,510.01

27,139,025.65

17.04%

研发投入

32,777,522.11

27,438,868.08

19.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788,164.56

45,097,525.94

56.97%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051,678.69

-110,656,954.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37,358.30

547,887,797.11

-103.93%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763,955.31

482,230,234.11

-102.44% 主要系上述因素共同影响所致。

-112.27% 主要系贷款减少及理财收益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44.83% 主要系工程投资减少所致。

(3)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报告期初，公司在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国家对医药产业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药品
招标、产品降价、成本上升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制定了2016年度经营计划：公司预计2016年业绩与2015年业绩相比，仍会
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增长，预计2016年可实现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及净利润分别比2015年审计后数据增长12.00%、20.00%、
20.00%左右。经对比2016年上半年经营数据可以看出，公司实现的业务收入增速符合预期，上半年实现的利润总额及净利
润均超过了全年计划的50%。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的合并单位 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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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年3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北京好欣晴移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
元，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司实际出资2,550万元。
2、2016年3月，经公司总经理审批同意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医华移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
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司实际出资105万元。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孙彭生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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