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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
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34,331,48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山大华特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91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智胜

田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7703 号

传真

0531-85198080

0531-85198080

电话

0531-85198606

0531-85198601

电子信箱

fzs@sd-wit.com

tbo@sd-wit.com

华特广场

波

A422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7703 号

华特广场

A422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形成了有限多元的产业格局。主营业务定位为医药、环保，现有产业还包括教育、电子信息、新
材料、自有物业出租等。在经营管理模式上，公司总部设立职能部门对经营单位进行管理、指导、监督和服务，并负责整体
发展战略的制定和中长期规划及年度预算的制定，确保上市公司整体发展方向；子公司、分公司、事业部等经营单位经营领
域保持专业化，通过向市场提供专业的产品和服务取得经济效益，公司鼓励经营单位在公司总体战略及规划框架下，积极进
取、开拓创新，不断发展。
医药业务主要由子公司达因药业经营。其现有产品主要涉及儿童药品、食品和用品领域，形成了以“儿童保健和治疗”
为核心的儿童健康产业格局。儿童药品主要包括维生素AD滴剂（伊可新）、复方碳酸钙泡腾颗粒（盖笛欣）、甘草锌颗粒
（伊甘欣）、阿奇霉素颗粒、利福昔明干混悬剂、二巯丁二酸胶囊等，其中“伊可新”为全国驰名商标，多年来一直位居同类
产品市场占有率第一。2018年，达因药业充分发挥“伊可新”的品牌拉动作用，继续深化儿童健康产业布局，在继续巩固维生
素AD滴剂市场地位的同时，还出品了伊可新系列营养品，伊可新由单一产品品牌升级为多产品品牌。
公司拥有多项环保技术及产品，具备环境问题综合解决能力。环保工程公司主要从事脱硫、脱硝、除尘等大气治理以及
省煤器节能等业务，在山东省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市场形象。公司环保分公司聚焦水处理领域，致力于成为“智慧
消毒专家”，主要制造和销售二氧化氯发生器、次氯酸钠发生器、加药装置、滤池滤布等环保设备及产品，并从事水厂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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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业务。“华特牌”二氧化氯发生器为山东省著名商标，公司多年来在全国二氧化氯发生器领域居于领航者地位。公司环保科
技事业部主要从事人工湿地、高难度工业污水处理、VOC处理等环保业务。
2、行业现状：
医药行业：“三医联动”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
意见》、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两票制等政策持续推动医药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药品零加成及控制药占
比等公立医院改革措施，使控费与降价成为趋势，医药企业的发展承受较大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主要财务指标,医药制造业2017年主营业务收入28185.5亿元,利润总额3314.1亿元,分别较2016年度增长12.5%及17.8%。
环保行业：我国环保监管以及执法力度进入空前严格的新时期。2017年，中央环保督查实现全国各省市全覆盖，督察结
果作为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任免的重要依据，环保督察带来的环保风暴力度空前。同时，环保成为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抓手，大
批重污染、落后产能企业被关停或淘汰。环保是政策驱动型行业，政府对环保的高度重视，也促使污染责任人主动追求节能
减排，加速环保投资，环保行业整体处于较好的发展时期。公司业务所处的水处理领域，市场稳定增长。大气治理领域，煤
电脱硫脱硝市场趋于饱和，未来随着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提升，非电领域的提标改造市场有望加
速。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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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1,767,233,195.23

1,544,725,068.68

14.40%

1,232,966,34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200,947.33

198,385,162.89

22.59%

152,456,08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9,132,177.79

195,527,172.05

22.30%

141,896,953.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6,108,916.98

500,913,721.16

-14.93%

290,236,595.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4

0.85

22.35%

0.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4

0.85

22.35%

0.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0%

16.62%

增加 0.88 个百分点

14.7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2,775,008,183.76

2,482,210,141.83

11.80%

2,080,909,42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99,444,839.60

1,283,989,079.96

16.78%

1,102,046,297.61

注：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00 股，派 1.50 元人民币现金的权益分派方案，公司股本增至
234,331,485 股。表中 2016 年、2017 年的每股收益及稀释每股收益均按新股本计算。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48,311,308.58

416,810,323.67

481,913,056.26

420,198,50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531,123.69

60,201,140.04

69,505,393.31

26,963,29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390,105.07

60,235,322.12

68,548,116.87

25,445,099.47

8,464,653.19

82,426,304.54

176,840,637.75

158,377,321.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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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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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20,938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5,740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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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72%

48,544,34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其他

2.51%

5,879,82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医疗
其他
健康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50%

5,856,614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
其他
体分红-018L-FH001 深

2.23%

5,216,267

0

阿布达比投资局

1.97%

4,623,094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精选
其他
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30%

3,049,936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服
其他
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5%

2,700,035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医疗
其他
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1%

2,590,026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其他
通保险产品-018L-CT001 深

1.10%

2,573,689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核心
其他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1%

2,359,201

0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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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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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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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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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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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不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国民经济延续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GDP同比增长6.9%。同时，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不少困难和挑
战，提质增效任重道远。公司董事会科学决策、规范运作，经营管理团队顽强拼搏、攻坚克难，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公司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
1、经营业绩创历史最好水平。公司坚持年初制定的“稳中求进、规范管理、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经营工作方针，以
全面预算管理为手段，加强风险防范，着力提高经营质量，努力开拓市场，公司经营业绩再上新台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7.67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的净利润2.43亿元，分别较2016年增长14.4%、22.59%。
2、技术创新工作取得新成果。公司不断完善创新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创新项目的动态管理和考核。达因药业扎
实推进以儿童药物研究院为平台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产品研发能力逐步提升。其他经营单元也都积极开展新产品、新项目
的研发，公司全年知识产权共计授权27项，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企业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公司以内控建设为抓手，修订完善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管理制度，对部分业务流
程进行了优化。加强内控检查，加强审计监督，落实整改措施，责任到人，公司管理更加精细化。
4、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深化。公司以人为本，不断改善员工工作生活条件，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采取灵活多
样的形式宣扬企业文化，树立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企业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医药产品

营业收入
1,194,563,581.47

营业利润
479,270,706.55

毛利率
87.65%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35.68%

27.94%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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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备及工程

242,090,710.16

19,875,277.41

27.68%

-35.91%

-42.04%

3.3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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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财政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公司根据要求对原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该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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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崇学文
二〇一八年三月一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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