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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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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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52631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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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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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6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新侠

王文鼎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11 号 1 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11 号 1 号楼

电话

010-88433464

010-88433464

电子信箱

wangxinxia@cachet.cn

wangwending@cache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经过上市以来的持续发展，嘉事堂已由上市初期的北京地区龙头企业，逐步成长为业务覆盖全国的医疗综合服务商。目前业
务板块主要包括：医药批发（药品经营与医疗器械销售）、医药物流（含第三方物流）、医药连锁。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在保持了北京地区药品配送龙头企业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对业务流程深化管理，提升公司运营水平、
降低管理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深挖终端潜力，增强集中配送服务能力，保证了内涵式增长。另一方面，公司始终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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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百姓，共同发展”的理念，顺应国家医改步伐，在全国范围内拓展药品、耗材供应链服务，在积累了GPO模式、SPD模
式、PBM模式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跨省复制、物流支撑、集中配送，实现了外延式发展。
总之 ，在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在医药流通行业及政策调整的环境下，在药品、耗材价格逐渐下降的趋势下，
公司积极应对外部变化，丰富产品结构，持续拓展药品、耗材供应链综合服务，主业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均实现了预计增长目
标，继续保持了可持续的快速发展态势。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2017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二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随着医药分开、降低药占比、两票制推行等医改政策的
不断落地，整个医药行业整合的步伐不断加速。2017年也是医疗器械行业变革的一年。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医疗器械分会抽样
调查显示：2017全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销售规模约为4200亿元，在整个医疗行业中的重要地位越发凸显，潜力巨大且活跃，
随着一系列相关国家战略、政策法规的密集出台，医疗器械行业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广泛的关注，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创新
发展和合规经营将会成为必然趋势。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根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统计数据，公司销售收入规模全国医药商业排名17位，公司位次逐年提高。公司在医药商业上市公司
板块中销售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连续多年名列前茅。公司通过内生性发展和外延式扩张，逐步从区域性公司向全国性
公司发展，高值耗材体现特色，现代医药物流为依托，在国家医药流通改革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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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8,899,716.88

10,971,576,557.67

29.78%

8,199,831,90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3,641,638.78

223,099,559.71

18.17%

172,976,46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3,774,062.97

220,545,354.43

19.60%

171,642,926.47

-374,038,429.40

116,304,013.56

-421.60%

-310,338,778.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5

0.89

17.98%

0.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5

0.89

17.98%

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9%

11.94%

0.65%

1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9,204,580,842.02

7,379,553,031.06

24.73%

5,886,880,26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07,207,307.50

1,981,144,615.97

11.41%

1,431,343,847.5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3,030,784,781.70

3,505,041,913.69

3,685,702,605.96

4,017,370,41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060,167.59

71,754,695.81

57,556,512.89

63,270,26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722,437.25

76,899,869.62

58,381,104.95

57,770,65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917,520.51

-84,383,239.84

608,457,137.93

-694,194,806.98

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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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3,868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5,733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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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实业
国有法人
发展总公司

16.72%

41,876,431

北京海淀置业
国有法人
集团有限公司

5.09%

12,760,800

中协宾馆

4.86%

12,169,368

#紫石资本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4.68%

11,716,183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政府国有
国有法人
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2.81%

7,043,022

北京市盛丰顺
业投资经营有 国有法人
限责任公司

2.00%

5,014,826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1.78%

4,454,900

上海富诚海富
通资产－平安
银行－富诚海
其他
富通蓝筹一号
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1.69%

4,231,828

上海富诚海富
通资产－平安
银行－富诚海
其他
富通蓝筹二号
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1.62%

4,061,519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332 号 其他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61%

4,045,419

国有法人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4,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无一致行动关系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无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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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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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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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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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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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7年公司整体情况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23,889.97万元，同比增长29.78%；实现营业利润63,158.85万元，同比增长
15.8%；实现利润总额62,907.94万元，同比增长13.91%；实现净利润46,944.39万元，同比增长14.50%；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364.16万元，同比增长18.1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26,377.41万元，同比增长19.60%。
（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情况
1、积极把握北京市场二票制变革机遇，药品销售保持增长
二级以上医院药品销售部门确定重点合作终端，确定重点争抢配送品种目录，继续深入挖潜多种药事服务
合作项目，拓展饮片耗材产品销售，销售继续保持提升。社区销售利用公司配送品种增加、医疗和社区药
品趋同、药品销售下潜机会，主动与上下游终端客户进行合作和沟通，积极拓展社区非零业务，业务增长
迅速。
2、高值耗材销售业务继续保持增长
以国有上市公司的品牌优势和终端专业人员资源，积极配合和支持各地器械公司平台招标工作，嘉事嘉意、
嘉事谊诚、嘉事嘉成、嘉事吉健中标医院耗材集中配送项目，增加上下游客户的合作粘性；嘉事明伦、嘉
事嘉意、嘉事国润积极争取全国总代产品，提前布局应对二票制医改；收购嘉事商漾、嘉事同瀚两家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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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入IVD行业。板块整体保持销售增长，平台销售业务增长较快。
3、物流资源优化，加强知名医药外企第三方业务合作
新建北京顺义物流中心。对北京四个物流中心的人员管理、运输管理和客户资源进行调整，提高服务效能
和协同能力。继续引进第三方高端客户，分别签署辉瑞和诺华GSP库项目。
4、收购四川医药商业公司，扩展外埠药品业务
8月份，公司投资并购四川嘉事蓉锦医药有限公司，立足四川，面向西南，拓展药品销售业务，使四川区
域形成药品耗材物流聚集效应。10月份，适应二票制新变化，增资扩股北京首钢医疗经营公司、辽宁兴业
医药经营公司，继续和首钢总医院、鞍钢总医院开展GPO合作。
5、采购中心保证供应，全力参与阳光招标、二票制产品配送，取得成效
通过阳光采购招标，利用公司社区药品独家配送优势，公司实现十大医药外企开户，配送品种的质量和数
量都迈上新的台阶。匹配实施二票制的品种，和上游企业进行洽商，保证实施二票制实施后供货不受影响，
保证公司销售所需的品种供应。
6、实施ABN项目，加强资金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2017年7月14日，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优先级和次级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本期
票据发行总额为8亿元人民币，保证运营资金充足率。
7、提高规范经营意识，加强风险控制
在业务发展同时，公司把经营风险的控制做为重中之重。继续落实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加强业
务过程的审计工作，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通过外请中介机构对骨干经营管理人员进行专题风控培训，提
高风险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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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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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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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
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
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
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
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 董事会审批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2017年
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
度金额469,443,901.69元。列示
较数据相应调整。
终止经营净利润2017年度金
额0.00元。列示持续经营净利
润2016年度金额
409,999,278.02元。列示终止经
营净利润2016年度金额0.00
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 董事会审批 2017年度计入其他收益
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
5,664,907.09元。
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整。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 董事会审批 2017年度计入资产处置收益
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支
-141,174.77元；2016年度营业
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
外收入减少129,797.90元，营
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
业外支出减少4,712.30元，资
整。
产处置收益增加125,085.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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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情况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股权取得成 股权 股权取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定 购买日至期末
时点
本
取得 得方式
依据
被购买方的收
比例
入
（%）
2017.12.1
43,758,000.00
51.00 购买 2017.12.1 协议约定及工 6,217,548.77
浙江嘉事同瀚生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净利润
1,060,1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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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嘉事商漾医 2017.12.1 61,200,000.00 51.00
疗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嘉事蓉锦医 2017.7.1 99,450,000.00 51.00
药有限公司

商变更完毕
购买 2017.12.1 协议约定及工 6,868,891.50 1,296,951.06
商变更完毕
2017.7.1
购买
协议约定及工 556,238,327.82 11,177,106.17
商变更完毕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于2017年4月21日公司子公司深圳嘉事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新设子公司广州嘉事南泰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101MA59LY6MX1，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111号2419房，法定代
表人为郭振喜，注册资本500.00万元，营业期限2017年4月21日至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是批发业。截止2017
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出资。
2、于2017年6月22日公司子公司深圳嘉事康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新设子公司南京嘉和泰泽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116MA1P8R5D72，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山科技园科创大道9号F1
栋402室，法定代表人为王英，注册资本1,000.00万元，营业期限2017年6月22日至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
医疗器械研发、销售、医疗器械技术咨询。截止2017年12月31日，尚未出资。
3、于2017年1月17日公司新设子公司江西嘉事明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60125MA35P6915G，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北大道1号中航国际广场2301室（第23
层），法定代表人为张泽军，注册资本2,000.00万元，营业期限2017年1月17日至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
医疗器械的批发及零售等。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实际出资1,060.00万元。
4、于2017年3月20日公司新设子公司陕西嘉事嘉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10102MA6U2N4C2P，注册地址：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38号金花新都汇29幢3单元6层30603室，法定
代表人为张泽军，注册资本3,500.00万元，营业期限2017年3月20日至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的
销售等。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实际出资650.00万元。
5、于2017年5月23日公司新设子公司福州嘉事天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代码
91350102MA2Y951E5Q，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29号榕城商贸中心2102单元2102-03室，
法定代表人为张泽军，注册资本200.00万元，营业期限2017年5月23日至2047年5月22日，经营范围：医疗
器械、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批发等。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实际出资3.686096万元。
6、于2017年5月4日公司新设子公司河南嘉事易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MA40XPBJ84，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湖心一路北、博学路东2座6层607号房，法定代表人
为张泽军，注册资本500.00万元，营业期限2017年5月4日至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批发零售：第一类、
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等。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实际出资15.1478万元。
7、于2017年11月10日公司新设子公司新疆嘉事唯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50104MA77Q21D6X，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南路223号康源财富综合楼20层办一办二，
法定代表人为张川，注册资本500.00万元，营业期限2017年11月10日至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医疗技术
推广服务；销售：医疗用品及器材等。截止2017年12月31日，尚未出资。
8、于2017年02月20日公司新设子公司浙江嘉事安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10MA28M21Y8B，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金星村西部科技园C座6楼601室，法定
代表人为王英，注册资本2,000.00万元，营业期限2017年2月20日至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医疗器械批发
零售等。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实际出资10.00万元。
9、于2017年7月21日公司新设子公司北京嘉事康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MA00GCYM36，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3号104幢五层502、503、504室，法定代表人
为王英，注册资本1,000.00万元，营业期限2017年7月21日至2037年7月20日。经营范围：销售第三类医疗
器械；销售医疗器械II类。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实际出资1,000.00万元。
10、于2017年7月11日公司新设子公司河北嘉事唯健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702MA08RT7X52，注册地址：张家口市桥东区胜利北路容辰庄园商住综合楼1908、1909，法定代表
人为张川，注册资本500.00万元，营业期限2017年7月11日至2037年7月10日。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的销售
等。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实际出资500.00万元。
11、于2017年7月21日公司新设子公司北京嘉事唯健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0GDAB3H，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11号1号楼3层328，法定代表人为张川，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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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1,000.00万元，营业期限2017年7月21日至2047年7月20日。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III类；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实际出资400.00万元。
12、于2017年3月14日公司新设子公司沈阳嘉事唯健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2MA0TX3L80D，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一马路109号（1-7-1），法定代表人为张川，
注册资本500.00万元，营业期限2017年3月14日至2047年3月13日。经营范围：销生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医疗器械及设备批发等。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实际出资500.00万元。
3、其他
2017年7月14日，本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优先级和次级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发
行总额为8亿元人民币，其中优先级发行总额为6.74亿元；次级发行总额为1.26亿元，全部由公司第一大股
东中国青年实业发展总公司与本公司购买。该应收账款信托资产支持票据，为本公司实际控制的“结构化
主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续文利
2018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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