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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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恒瑞医药 60027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洪斌 刘笑含

电话 0518-81220678 0518-81220012

传真 0518-85453845 0518-85453845

电子信箱 600276@�hrs.com.cn liuxiaohan@hr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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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

增减（%）

2012年末

总资产 9,086,860,884.26 7,220,266,342.84 25.85 5,892,509,21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934,391,862.69 6,357,231,220.39 24.81 5,214,101,607.27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12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74,306,024.01 1,364,958,666.11 15.34 958,368,891.73

营业收入 7,452,253,087.84 6,203,074,355.43 20.14 5,435,067,56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15,568,863.48 1,238,110,635.72 22.41 1,077,384,76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96,551,393.69 1,218,939,095.87 22.77 1,042,844,635.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1.28 21.22 增加0.06个百分点 22.91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1.0100 0.8251 22.41 0.7180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1.0100 0.8251 22.41 0.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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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20,77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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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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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恒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32 365,776,169 0 无 365,776,169

西藏达远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99 240,536,692 0 无 240,536,692

连云港恒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47 112,278,458 0 无 112,278,458

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5 73,000,000 0 无 73,000,000

江苏金海投资有限公司 国家 3.56 53,474,244 0 质押 53,474,24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05 30,821,240 0 无 30,82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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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83 12,489,920 0 无 12,489,92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0 11,999,901 0 无 11,999,901

交通银行－博时新兴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7 10,107,880 0 无 10,107,88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分红－018L－

FH001沪

其他 0.65 9,820,232 0 无 9,820,232

2.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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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医药行业政策多变，医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一是省级医改试点陆续开展，其

中药品招标采购仍以降价为主线，唯低价是取的政策进一步凸显，例如安徽省中标后二次

议价、福建将全国同品种最低价作为入市价，医药市场面临巨大挑战。 二是大病医保谈判有

所突破，除青岛外，江苏、浙江、四川等省陆续将部分高价药引入大病医保，为解决民生问题

做出有益探索，但尚未形成长效、公开的机制。 三是国家发改委发布药价放开的征求意见

稿，但最终政策未按时出台，药品定价机制尚不明朗。 再加上受医保控费等因素影响，国内

医药行业产值增速降至13%，为历年低点。

面对医药经济下行的压力，公司全体员工在董事会的带领下，直面挑战，抢抓机遇，扎

实推进各项工作。 2014年是公司实现稳增长的“关键年” ，也是推进科技创新和国际化两大

战略的“突破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52亿元，同比增长20.14%；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5.16亿元，同比增长22.41%；创新药阿帕替尼成功上市，为晚期胃癌患者带来希望；环

磷酰胺、奥沙利铂等产品获批在欧美上市，海外销售逐步上量。

销售方面，收入增长主要来自肿瘤药、造影剂、输液和手术麻醉产品。 尽管市场竞争不

断加剧，但肿瘤药品依然保持市场领先地位，销售额较去年增长11.8%；造影剂产品销售额

较去年增长42.1%，继续领先造影市场；输液类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增长27.2%；手术麻醉产品

销售额较去年增长20.9%。 报告期内，我们紧紧围绕销售目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

作：一是转变管理模式，由结果管理逐步转向过程管理。 建立销售预警机制，完善考核制度，

强化监督，及时干预。 对于考核成绩严格落实，奖优罚差，每月进行评估，每季度进行考核，

对不合格的办事处每半年进行调整， 通过强化过程管理保障公司年度销售指标顺利达成。

二是整合资源，服务销售。 本着“一切为了销售服务”的宗旨，推进生产、研发、行政事务、海

外注册等方面的资源整合，配合销售、服务销售，形成公司“整体作战”模式。 三是加强大医

院的发展。 借助学术、项目平台，抓核心市场的做大做强，保增长、促发展。 四是以数据为依

托，量化管理，细化管理。 一方面逐步建立终端市场基础信息数据，为销售市场分级管理与

统计决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引入第三方市场销售数据，推动专业医药销售数据分析系统

化，将市场现状、销售格局与发展前景数据化展现，为公司销售决策落地、细化管理提供支

持。

创新方面，一是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2014年公司累计研发投入资金6.5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16%，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8.75%，有力地支持了公司的项目研发和创新

发展。 二是报告期内，完成创新药（含生物新药）申报临床 8�项、仿制药申报临床 23�项、

仿制药申报生产11�项，取得临床批件7个、生产批件4个。 在研创新药项目稳步推进（见下

表）：

序号 名 称 进 展

1 19K 待批上市

2 阿帕替尼 肝癌启动Ⅲ期临床，肺癌Ⅲ期、结直肠癌Ⅱ期、乳腺癌Ⅱ期完成总结报告

3 法米替尼 启动结直肠癌Ⅲ期临床

4 瑞格列汀 完成Ⅲ期临床

5 恒格列净 启动Ⅱ期临床

6 吡咯替尼 启动I期临床

7 呋格列泛 启动I期临床

三是创新成果丰富。 1、创新药阿帕替尼于年底成功上市。 阿帕替尼是全球第一个在晚

期胃癌被证实安全有效的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是国家“十一五” 、“十二五”重大新

药创制专项。 阿帕替尼的临床研究被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选作大会报告，这是中国创

新药研究第一次在全球顶级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第一次入选该年会优秀研究。 2、2014

年公司获得国内专利授权16件，国际PCT专利授权32件，新提交国内专利申请24件，国际

PCT专利申请12件。

国际化方面，公司海外市场销售开启了新的篇章。 一是制剂出口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

破， 产品实现规模化销售。 二是加强与跨国企业合作， 加快国际化销售进程。 与Sandoz、

Teva、Sagent�等国际知名企业开展合作，并取得较好的销售业绩；同时积极拓展与其他国

际领先制药企业的合作。三是国际申报注册及研发工作有序开展。 报告期内，注射用环磷酰

胺、奥沙利铂注射液获批在美国上市，注射用环磷酰胺、吸入用七氟烷获批在欧洲市场销

售；完成6项ANDA/MAA申报；同时开展了15�个海外产品的研发工作。

质量和安全生产方面，公司始终本着“质量第一，安全第一” 的原则，以质量为依托，树

立品牌形象，满足市场需求，打造环保企业，为公司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一是生产部门与市

场需求紧密结合，以保证安全库存为基准，以市场需求为主导，合理安排生产任务，调整生

产计划，保证了市场供应。 二是进一步完善质量保证体系，在日常工作中坚持以质量为企业

的生命线。 通过公司技术专家团队开展全面风险排查和有效整改，聘请外部专家审计持续

改进系统；开展质量评价和工艺改进，确保上市产品质量。 三是公司按照“安全文化建设”

的要求，全年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14次，开展“安全生产月” 、“119消防月” 系列宣传教育

活动，确保了全年无安全事故发生。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方面， 一是连云港完成4个原料药车间以及1个制剂车间的改建工

作，完成研发中试车间平面设计和设备采购工作，完成制剂节能改造试点工作；二是成都新

越提取车间通过 GMP�认证，成都盛迪完成眼剂车间设计、设备采购和第五车间的部分土

建工程；三是上海生物中试车间交付使用，完成研发楼土建工程。

(一)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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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2,253,087.84 6,203,074,355.43 20.14

营业成本 1,313,216,114.87 1,158,081,670.51 13.40

销售费用 2,844,243,006.11 2,354,789,569.71 20.79

管理费用 1,463,527,737.28 1,155,603,899.49 26.65

财务费用 -80,579,775.19 -25,047,763.50 221.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74,306,024.01 1,364,958,666.11 15.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179,822.34 -452,494,859.39 -34.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11,751.75 -72,655,177.68 -104.97

研发支出 651,984,340.09 563,129,352.54 15.78

2收入

(1)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4.52亿元，同比增长20.14%，因素分析如下：

优势：（1）培养营销人才，转变销售管理模式；（2)整合资源，服务销售。本着“一切为了

销售服务”的宗旨，推进生产、研发、行政事务、海外注册等方面的资源整合，配合销售、服务

销售，形成公司“整体作战”模式；（3)加强大医院的发展。 借助学术、项目平台，抓核心市场

的做大做强，保增长、促发展；（4）公司产品线合理，有部分新产品进入市场；（5）加大国际

市场开拓力度。

劣势：受医保控费、各地基药使用政策、招标政策等行业政策影响，公司部分产品销售

单价及收入下降。

(2)以实物销售为主的公司产品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收入绝对增长额主要来自肿瘤药、造影剂、输液和手术麻醉产品。 各类别增长率如下：

造影剂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增长42.1%；输液类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增长27.2%；手术麻醉产品

销售额较去年增长20.9%；肿瘤药品销售额较去年增长11.8%。

(3)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本年度前5名销售客户的销售收入金额合计为95825.72万元，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

例为12.86%。

3成本

(1)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

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医药制造

原材料及包

装物

747,681,125.91 56.55 602,626,060.81 49.24 24.07

医药制造

人工及制造

费用

574,461,417.91 43.45 621,156,845.10 50.76 -7.52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

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片剂

原材料及包

装物

104,426,992.76 7.90 91,662,896.90 7.49 13.93

片剂

人工及制造

费用

119,070,645.86 9.01 127,558,618.33 10.42 -6.65

针剂

原材料及包

装物

643,254,133.15 48.65 510,963,163.91 41.75 25.89

针剂

人工及制造

费用

455,390,772.05 34.44 493,598,226.77 40.33 -7.74

(2)主要供应商情况

本年度前5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为21235.02万元，占总采购金额的比例为25.67%。

4费用

本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各项期间费用列支合理。

5研发支出

(1)研发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 651,984,340.09

研发支出合计 651,984,340.09

研发支出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8.22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8.75

(2)情况说明

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 2014年公司累计研发投入资金6.5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6%，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8.75%，有力地支持了公司的项目研发和创新发展。

6现金流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15.34%，主要是公司销售回款

和应收票据到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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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制造 7,444,947,983.20 1,310,128,962.94 82.40 20.32 13.90

增加0.99个

百分点

其他业务 7,305,104.64 3,087,151.93 57.74 -52.78 -60.74

增加8.57个

百分点

合计? 7,452,253,087.84 1,313,216,114.87 82.38 20.14 13.40

增加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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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剂? 1,481,534,684.52 228,557,439.29 84.57 24.75 10.16

增加2.04个

百分点

针剂? 5,859,121,990.71 998,671,256.74 82.96 18.51 11.07

增加1.14个

百分点

原料药? 104,291,307.97 82,900,266.91 20.51 86.53 90.11

减少1.50个

百分点

合计? 7,444,947,983.20 1,310,128,962.94 82.40 20.32 13.90

增加0.99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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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 492,083,119.62 27.66

华北 899,451,908.93 28.72

华东 3,387,784,219.13 16.41

西北 362,373,444.67 24.77

西南 660,650,755.47 16.54

中南 1,642,604,535.38 22.96

总计 7,444,947,983.20 20.32

(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

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

说明

货币资金 3,449,009,107.30 37.96 2,169,138,510.66 30.04 59.00

报告期加大了货

款回笼力度

其他应收款 104,511,791.37 1.15 188,028,124.99 2.60 -44.42

部分应收款项收

回

应付票据 22,924,281.92 0.25 7,504,000.00 0.10 205.49

报告期出具的银

行承兑汇票增加

应付账款 396,409,520.24 4.36 282,466,765.24 3.91 40.34

报告期应付工程

和材料款增加

预收款项 22,824,852.71 0.25 11,022,795.40 0.15 107.07

报告期预收货款

增加

应交税费 164,279,024.30 1.81 83,574,539.07 1.16 96.57

报告期应交增值

税及应交所得税

增加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1、技术优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先后在连云港、上海、成都和美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和一

个临床医学部，建立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分子靶向药物工程

研究中心、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孵化器基地。几年来，公司先后承担了22项"国家重大新

药创制"专项项目、23项国家级重点新产品项目及数十项省级科技攻关项目， 申请了200余

项发明专利，其中105项国际专利申请，创新药艾瑞昔布和阿帕替尼已获批上市，1个创新药

已申报生产，另有11个创新药处于不同的临床阶段。 在创新药开发上，已基本形成了每年都

有多个创新药申请临床，每年都有1-2个创新药上市的良性发展态势。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在

国内位列前茅，研发团队实力明显。

2、市场优势。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建立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营销队伍，并在原有市

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思路，推进复合销售模式，加强学术营销力度，建立和完善分专业

的销售团队，加强了市场销售的广度和深度。

3、品牌优势。公司本着"诚实守信质量第一"的经营原则，致力于在抗肿瘤药、手术用药、

内分泌治疗药、心血管药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并逐步形成品牌优势和较高的知名度，其中抗

肿瘤药、手术用药销售名列行业前茅。

4、质量优势。 公司制定了高于国家法定标准的质量内控制度：原料药和辅料均符合或

高于欧盟、美国药典规定标准；公司强调系统保障和过程控制，降低非生产期间可能产生的

风险；计算机系统有审计跟踪功能，记录完整、可追溯，且数据不可删除；同时，在其他生产

环境控制、偏差管理等方面也有更严格更高的要求，保障药品的有效性、安全性。 目前公司

全部制剂均已通过了国家新版GMP认证。 另有5个原料药、6个制剂通过了美国FDA和欧盟

认证。

(五)投资状况分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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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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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恒瑞化学药三期 40,000,000.00 80.00 10,045,611.48 30,799,711.48

新医药产业园 750,000,000.00 85.00 31,096,140.23 632,438,540.23

盛迪制剂车间(一期) 150,000,000.00 95.00 22,454,870.53 132,041,884.76

盛迪制剂车间(二期) 100,000,000.00 15.00 11,138,582.42 11,138,582.42

新越原料车间(一期) 100,000,000.00 95.00 24,085,586.10 93,221,279.45

上海研发中心扩建 100,000,000.00 ?65.00 38,895,994.85 70,164,948.51

外购房产 10,561,667.76 ????????????????�-??

设备购进 132,385,058.64 ????????????????�-??

其他零星改造 4,534,019.71 ????????????????�-??

合计 1,240,000,000.00 / 285,197,531.72 969,804,946.85

二、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1、全球医药产业格局

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医疗支出不断增加，医药行业市场规

模日益扩大。 药物研发成本不断提高，创新难度不断增大。 跨国行业巨头大量专利到期，市

场上仿制药步步紧逼，全球医药行业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抗肿瘤药领域，细胞毒性类药物

占比下降，单抗、抗体-药物偶联物、细胞免疫疗法等新产品和新技术方兴未艾。 发达国家尤

其是美国加快新药审批效率，既满足了患者需求，又抢占了生物医药的科技制高点，例如

PD1抑制剂经过短期临床研究后美国FDA4天内批准其上市， 掀起了全球医药新技术竞争

的新高潮。

2、我国医药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

随着医保覆盖面的扩大、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国内医药市场

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受医保总额控费、招标降价压力等因素影响，2014年医药行业总

体市场增速放缓。新版GMP认证工作继续深入开展，虽然可以淘汰一批劣后企业，但无法从

根本上解决医药行业“多、小、散、乱”的局面和药品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 国内创新药审批

时间趋于延长，创新难度和创新成本不断增加；仿制药重复申报和同质竞争加剧，市场竞争

趋于恶化。 与此同时，跨国企业愈加重视中国市场，迅速抢占市场份额，根据IMS数据显示，

2014年跨国企业在三线及以下基层市场增长率为15.3%，国内企业仅为10.6%。 面对激烈的

国内市场竞争以及国产药品的降价， 越来越多的中国制药企业正尝试走向国际规范化市

场，在新市场寻求增长点。

(二)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以打造“中国人的专利制药企业” 为目标，秉承“科研为本，创造健康生活” 的理

念，紧紧围绕“科技创新” 和“国际化” 两大战略，紧跟全球医药前沿科技，高起点、大投入，

致力于药品创新和国际市场的开拓。

深入实施“科技创新” 发展战略。 坚持以资金投入为基础，以人才引领为支撑，以体系

建设为保障，不断提高创新的质量和层次，走出一条可持续、高水平的创新发展之路，使创

新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 公司要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每年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

入的比重达到8%至10%，为创新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要不断汇聚培育高端人才，加强人才

梯队建设，重点做好人才培训，通过“学帮带” ，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科研团队。 通过完善股权

激励等多元化的分配方式，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为创新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要进一

步健全创新体系，完善六大创新平台，打造企业创新高地，为持续创新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同时，重点围绕抗肿瘤药、手术用药、心脑血管、造影剂以及生物医药等领域，紧密接轨国际

先进水平，注重创新药与品牌仿制药并重、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并行，实现创新发展的良性

循环，推动创新成果的全球化销售。

大力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顺应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新要

求和国际产业演进的新趋势，以突破生命科学重大技术和满足民生需求为核心，不断提高

产品质量，逐步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培育高端品牌，开拓全球市场，推动企业发展

的转型升级，努力打造外向型经济增长极。 首先，在“量”的方面，一是以通过欧美认证到达

国际先进水平的制剂出口为突破口，强化国产制剂的全球化销售；二是以海外市场具有重

大市场潜力的产品为增长点，不断发掘新的增长空间。 其次，在“质”的方面，一是加快推进

海外认证，力争在未来几年内公司所有主力品种全部通过美国FDA或欧盟认证，为海外市

场开拓奠定坚实基础；二是有序推进海外临床，在国内研发的基础上，优选有潜力的产品到

国外做临床。 同时，以全球化的视野继续加强与跨国制药企业的交流合作，逐步在海外建立

自己的销售队伍，为实现仿制药在全球的规模化销售奠定基础，为最终实现专利药全球化

销售积累经验，努力使公司在新一轮的全球生物医药竞争格局中争得一席之地。

(三)经营计划

当前国家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医药行业面临的政策形势复杂而严峻，也存在很多

不确定性，面对困难和压力，公司发展必须找准发展路径，做好长远规划。

一是要坚持“科技创新” 和“国际化” 两个战略，加速结构转型。 重点要抓好创新药的

产业化，不断丰富创新药的产品管线，仿制药要在“新、特、难” 上下功夫，通过仿创结合为

公司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二是要打开门窗，放开眼界，积极学习国内外行业企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坚决摒

弃固步自封、沾沾自喜的做法和态度，特别是在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和研发水平上要下功

夫，紧跟前沿技术和市场潮流；

三是要加强企业管理，特别是要强化考核，量化指标，同时完善激励机制，不断提高管

理效率和水平；

四是要做好人才队伍建设，重点是抓好人才引进和培养，要敢于放手让人才有施展才

华的舞台，同时要有针对性的做好培训。

(四)可能面对的风险

1、创新的风险。 医药行业创新具有大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特点，产品从研发到上市

需要耗费10年以上时间，这期间任何决策的偏差、技术上的失误都将影响创新成果。 同时，

国内创新药审批时间趋于延长，虽然江苏、上海等个别省市基于促进本省创新为出发点将

创新药纳入省医保目录，但国家层面以及其他省市暂无明确的支持政策。 创新药迟迟无法

进入医保，销量势必受到不利影响。

2、药品招标政策和市场风险。 省级药品招标以降价为主导思路，二次议价、唯低价是取

的政策频出。 国务院《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虽对通过海外认

证、新版GMP认证产品有所鼓励，但各省执行情况尚难以判断。

面对上述风险，公司将继续完善创新体系的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加大投入，加快领军

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科学立项、有效开发，确保重点研究项目按要求推进、按计划上市。 同

时，坚守"质量第一"的经营方针，增加硬件和软件投入，力争主力品种均通过欧美主流国家

认证，使仿制药真正达到进口同类产品的品质，具备与国际产品竞争的能力。 此外，公司还

将努力通过工艺改进，节能降耗，降低生产成本。

三、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执行或调整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行为，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通知》（证监发 [2012]37号），2012年8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章程修正案》，完善现金分红政策以及不进行现金分红的例外情形等相关条款，该事

项于2012年8月29日通过公司201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2014年4月29日，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13年末总

股本1,360,221,19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送现金0.90元（含税），每10股

送红股1股，共计分配利润258,442,026.37�元。 本次利润分配后，尚余未分配利润3,760,

809,056.86�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上述分配方案于2014年5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了实施公告，确定2014年5月14

日为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15日为除权（除息）日、2014年5月16日为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上市日、2014年5月20日为红利发放日。 所有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已于2014年5月16

日上市，所有社会公众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2014年5月20日全部发放。

(二)公司近三年（含报告期）的利润分配方案或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预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红

年度

每10股送红

股数（股）

每10股派

息数(元)

（含税）

每10股转增

数（股）

现金分红的数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的

比率(%)

2014 2 1 1 150,501,581.20 1,515,568,863.48 9.93

2013 1 0.9 0 122,419,907.37 1,238,110,635.72 9.89

2012 1 0.8 0 98,925,177.68 1,077,384,764.00 9.18

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情况

(一).社会责任工作情况

1、公司建立了比较完善的EHS体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职业健康与安全生产。 报告期

内，一方面，通过生产工艺改进、老旧环保设施改造降低环保压力；另一方面，继续完善并执

行了 《环保绩效考核办法及各级人员环保职责》、《废溶剂处理流程与固体废弃物管理规

定》等管理制度，将环保职责分解到每个部门、班组、岗位人员，并将溶剂回收率纳入考核指

标，降低了废水、废气排放；开展EHS知识竞赛、应急预案演练等活动，推动安全文化进基

层、进班组。 同时，EHS部门加强对环保站的监督管理，完善设施自检，加强内部检测。 2014

年以“安全文化建设” 为主题，抓住和依托安全文化建设载体，推动安全管理水平全面提

升，从根本上保障了公司的安全生产。

?2、社会公益方面，报告期内组织日常慰问、困难补助、送温暖等活动，积极向高校和慈

善组织捐款超过600万元，设立了金秋奖助学金及连云港市困难大学生捐赠助学款；组织并

参加了多个文体活动及党员创优争先活动；定期为全体员工提供健康体检；定期根据企业

和个人绩效及时上调工资，不断提高员工的报酬和福利待遇。 2014年，公司先后获得“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 、“2014年度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典范

企业” 、首届全国企业歌曲征评活动“最美企业之声”铜奖等荣誉与奖励。

(二).属于国家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环保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未受到环境保护行政处罚。

2、报告期内，公司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加大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投入力度，对

现有场地、设施和工艺进行技术改造，采用清洁工艺，杜绝环境污染。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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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11家，包括：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江苏科

信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新晨医药有限公司、成都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成都新越医药有限

公司、北京恒森创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美国恒瑞医药有限公司、日本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盛迪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盛迪医药有限公司及凯迪亚斯医药有限公司, 比上年新增4

家。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详见“附注七之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合并范围

的变化情况详见“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

证券代码：600276 � �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15-005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现任独立董事丁健先生的辞职报告。 丁健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

请求辞去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同时辞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

员职务。

丁健先生辞职后，本公司不存在因此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的情形，也不

存在因独立董事辞职导致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或独立董事中没有会

计专业人士的情形，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辞职报告将在董

事会批准及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人选后生效。 在此期间，丁健先生将继续履行

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丁健先生在任职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2015-006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5月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5月5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江苏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7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5月5日

至2015年5月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否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 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续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决定其报酬的议

案

√

7 公司章程修正案 √

8 关于提名李援朝为公司第六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另行

披露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不迟于201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76 恒瑞医药 2015/4/2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5年4月30日9：30—16：30；

2、登记地点：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3、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7号

联系人：刘笑含

联系电话：0518-81220012

传真：0518-85453845

4、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必须持股东签

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上海证券帐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持股东证券帐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抵达时间应不迟于2015年4月

30日下午16:30，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4）未及时登记的股东或授权代表请在会前半小时携带上述证件到公司，经查验核实

后可参加股东大会。

六、

其他事项

本次现场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3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5月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

2 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

3 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 ?

4 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续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决定其报酬的

议案

7 公司章程修正案

8 关于提名李援朝为公司第六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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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3月27日上午，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收监事表决票3张，实收监事表决票3张。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与会监事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认真审核，一

致认为：

1、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有关管

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2、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真实的反映了公司当期

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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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3月27日在上海紫金

山大厦12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以现场方式参加会议

的董事8人，独立董事丁健以通讯方式参加。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公司全体9名董事认真审议

并同意通过以下议案：

一、《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公司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四、《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拟定的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分红派息登记日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按每10股派送现金1元（含税），每10股送红股2股，每10股资本公积转增1股。本次利润

分配后，尚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需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后实施。

五、《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公司拟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经与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公司拟支付江苏苏亚金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5年度的审计费为70万元，2015年度内控审计费用35万元。

六、《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七、《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关联董事孙飘扬回避表决，其余8名董事参与表决。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出售商品/提供劳

务

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60 本期新增受托加工产品

江苏恒特医药销售有限

公司

300 本期新增受托加工产品

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

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

八、《关于核销公司部分财产损失的议案》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由于公司部分产成品、原辅材料过期失效、破损以及工艺验证产品不能上市销售等原

因，造成存货损失5,940,946.32元，现申请核销该存货损失，但尚需税务部门批准税前列

支。

由于技术进步、超强度使用或受酸、碱等强烈腐蚀，部分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运输设备

需清理，造成固定资产报废净损失350,266.70元，现申请核销该固定资产报废损失，但尚需

税务部门批准税前列支。

九、《2014年度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履职情况汇总报告》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一、《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汇总报告》（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二、《关于提名李援朝为公司第六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三、《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陈侃已离职，根据《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授予

但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股票共计1.65万股，回购价格为15.51元/股。

十四、《公司章程修正案》（相关内容在201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中， 将于近日发布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五、《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上述第一、二、三、四、五、十四项议案须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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