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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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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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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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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5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俊民（代行）

王萌

电话

0893-7834865

0893-7834865

传真

0893-7661674

0893-7661674

电子信箱

yell@haisco.com

wangm@haisco.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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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营业收入（元）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2 年

1,210,595,383.91

992,337,302.47

21.99%

802,069,34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0,541,060.66

519,218,912.91

-13.23%

443,060,91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50,359,428.61

404,827,336.83

-13.45%

320,592,044.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2,568,128.63

568,414,763.43

-11.58%

464,751,585.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48

-12.50%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48

-12.50%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0%

29.80%

-7.20%

29.84%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末

总资产（元）

2,874,916,725.64

2,457,188,461.98

17.00%

1,946,291,97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07,369,937.68

1,926,945,577.03

9.36%

1,707,801,6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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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03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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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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俊民

境内自然人

40.33%

435,650,400

435,650,400 质押

189,798,100

范秀莲

境内自然人

22.93%

247,665,600

247,665,600 质押

131,560,800

郑伟

境内自然人

15.82%

170,877,600

170,877,600

西藏天禾广诚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有限公司 人

4.39%

47,433,600

47,433,600

中国农业银行
－中邮核心成
其他
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1%

10,907,900

西藏山南盛华
康源创业投资
其他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54%

5,868,260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一零九组合

0.37%

4,019,445

中国银行－华
夏回报证券投 其他
资基金

0.34%

3,683,850

中国工商银行
－建信优化配
其他
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0.33%

3,551,565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国证医
其他
药卫生行业指
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0.32%

3,418,6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王俊民、范秀莲、郑伟系一致行动人，王俊民持有西藏天禾广诚投资有限公司 90%股权。
的说明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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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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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受医保控费、药品降价等因素影响医药行业发展速度继续回落，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公司在全体股东的支持和董
事会的领导下，紧密围绕着既定目标，持续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本年度实现销售收入十二亿元，同比增长22%，
研发投入近两亿元, 仿制药取得了富马酸卢帕他定平及其原料药的注册批件，化学创新药和生物药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2014年11月公司荣获了“2014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工业企业综合实力百强”第71名。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1、研发方面
2014年取得了获得了富马酸卢帕他定片及其原料药的药品注册批件，累计申报了十余个原料药和近20个制剂，其中化学创新
药已有1个产品申报了1期临床，降糖、抗肿瘤等多个领域的化合物筛选工作进展顺利，生物制药亦有品种提交了注册申请；
全年提交新申请有效发明专利74个，新取得12个发明专利授权。
此外，公司研发部门的制度建设、团队建设、内部培训等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2、营销方面
2014年，在药品降价、各地招标进展缓慢等环境政策影响下，公司仍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同比增长22%，多烯磷脂酰胆碱
注射液销售额突破2.5亿元，注射用脂溶性维生素系列销售额突破2亿元，转化糖注射液、转化糖电解质注射液、复方氨基酸
注射液（18AA-Ⅶ）等产品的销售额突破1亿元，恩替卡韦胶囊、注射用复方维生素（3）、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等新产
品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此外，注射液复方维生素（3）、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等新产品在招标挂网及医保事务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公司
商务人员和代理商的管理越来越精细，学术营销能力不断提高，公司的品牌形象和影响力也在稳步提升。
3、生产方面
辽宁海思科完成了近九百批次的生产任务，产量完成两千万瓶（支），产量同比增长21%，全年继续保持无安全事故、无生
产事故、无产品质量事故。辽宁海思科还配合公司研发部门进行了三腔袋注射液、磺达肝癸钠注射液、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注射用右旋兰索拉唑等多个品种的注册申报工作。采购部门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通过优化供应商的配比，降低了氨基酸、脂
肪乳的主要物料采购成本。
四川海思科继续保持全年无安全事故、无生产事故、无产品质量事故，并配合公司研发部门申报了甲磺酸达比加群酯胶囊、
枸橼酸托法替布片、雷诺嗪缓释片、对甲苯磺酸依度沙班片、替格瑞洛片等多个品种。此外，眉山生产基地的建设按计划推
进，各车间、科研楼、库房等土建工程主体已完工，温江中试综合楼已基本完工，部分楼层已于年内投入使用，温江园区的
富马酸卢帕他定原料药、多烯磷脂酰胆碱原料药、夫西地酸钠原料药车间年内顺利完成GMP认证，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及
其原料药、聚普瑞锌颗粒顺利通过国家局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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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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4年初，财政部分别以财会[2014]6号、7号、8号、10号、11号、14号及16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2014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
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同时，财政部以财会[2014]23号发布了《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金融工具列报准则”），要求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
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本公司于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前述除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的7项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在编制2014年年度财务
报告时开始执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对当期和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
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并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后，本公司将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
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本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
会计处理，使得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增加150.0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减少
150.00万元，由于本年公司已处置该项股权投资，对本年财务报表无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年修订）》及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将前期在其他非流动负债中
列示的递延收益追溯调整至递延收益科目列示，使得2013年1月1日递延收益增加、其他非流动负债减少41,844,733.47元，2013
年12月31日递延收益增加、其他非流动负债减少47,909,701.88元。
2、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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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合并范围增加两个新设立的子公司西藏生物科技和香港海思科。西藏生物科技系公司本
年6月投资人民币500.00万元在拉萨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香港海思科系公司本年9月投资美元
300.00万元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合并范围减少四川康德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系因注销登记方式处置所致，于2014
年9月15日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登记后丧失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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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俊民
201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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