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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速递

值得一提的是，哈药股份
曾经创造过所谓的“哈药模
式”，就是用广告“狂轰乱炸”进
行宣传，并引发市场争议，质疑
其的人认为哈药股份在新产品
的研发方面一直没有太大的建
树，反而在营销广告投入上却
越发痴迷。

不过哈药股份去年的年报
显示却有所不同，去年销售费
用是11.31亿元，销售费用同比
出现降低50.88%。

哈药股份称，主要原因为

公司积极调整营销策略，通过
整合产品、渠道、终端和广告等
资源，压缩渠道层级，降低渠道
库存，合理控制销售费用。包
括优化广告投放策略，更加注
重广告投入产出分析，关注广
告媒介的性价比，强调差异化
和精准化的广告推广策略，降
低了广告投入、展览费及宣传
费，另外改革营销人员的绩效
考核方式，强化以利润为中心
的考核指标，促进销售费用率
的降低。

去年新修订的《广告法》也
是一个亮点。

哈药股份称，新修订的《广
告法》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实
施，新增保健食品、医疗广告准
则，禁止除药品、医疗器械、医
疗广告外的其他广告涉及疾病
治疗功能，并对明星代言也做
了法律责任规定，规定任何人
不能代言药品广告，公司认
真研究新《广告法》，保证广
告宣传的规范性。公告显示，
近年来，哈药股份更加注重广

告投放的针对性，顺应移动互
联网时代传播模式，降低了在
传统媒体上的广告投放力度，
加大自媒体广告上的投放比
重，同时提高公益类广告的投
放数量，提升了广告投放的实
际效果。

哈药股份去年的广告宣传
费 2.37 亿元，而研发投入 2 亿
元，虽然研发投入在全年营业
收入中占比很小，至少让人看
到曾经的“哈药模式”正在改
变中。

重营销、轻研发

医药股广告费用远超研发费

中国建筑2015年
净利润增长15.5%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洪伟 建
筑行业龙头企业中国建筑于昨
日发布了2015年业绩。其间，
营业收入8806亿元，同比增长
1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60.6 亿元，同比增长
15.5%全年新签合同额为16740
亿元，同比增长8.9%。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为16%。

据公告显示，2015 年公司
旗下三大业务板块均实现了增
长。其中，房建业务营业收入
5883亿元，同比增长6.0%；基建业
务营业收入1414亿元，同比增长
19%；地产业务营业收入1424亿
元，同比增长15%，收入占比分别
为67%、16%、16%。同时，公司境
外业务实现营业收入611亿元，
同比增长18.5%；实现毛利55.6
亿元，同比增长3.7%，毛利率为
9.1%，同比减少1.3个百分点。全
年海外业务实现新签合同额
1119亿元，首次突破千亿级大
关，同比增长42.2%，占比6.8%。

公司称，在“十二五”期间，
累计实现新签合同额超6.6万亿
元，营业收入超3.4万亿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
980 亿元，现金分红超 220 亿
元。世界 500 强排名从 187 为
跃升至37位，稳居全球投资建
设集团首位。

公司在“十三五”期间的规
划目标是，整体营业收入平均增
速定位为9%，到2020年公司营
业收入接近13300亿元，更加关
注投资业务、基础设施业务和海
外“一带一路”业务。在 2016
年，公司总体经营方针为“稳速
增长、提质增效”，紧跟国家“三
大”发展战略，抓紧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窗口期，全面执行“十三
五”规划各项内容，确保全年新
签合同额超过1.6万亿元，营业
收入超过9200亿元。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鹿港科技昨日晚间
发布年度报告，公司去年实现净
利 润 1.1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9.78%，每股收益0.31元。公司
拟每10股转增10股，并派发现
金红利1元（含税）。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23.7 亿元，同比
增长6.12%。

鹿港科技表示，公司2014

年完成收购世纪长龙影视，
2015年全年度利润并入上市公
司，2015 年度收购天意影视
51%，并于2015年7月完成资产
过户手续，上述原因使得业绩大
幅转增。

同样于昨晚发布靓丽业绩
报告的上市公司也不在少数。
其中，新宙邦发布的2016年一
季报显示，2016年1月1日至3
月31日，公司净利润为5315.85

万元，同比增长339.13%。今年
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2.99亿
元，同比增长73.9%。

新宙邦表示，期内业绩同比
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一季度子
公司海斯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对公司业绩有较大提升，而上年
同期海斯福尚未并入公司；同时
锂离子电池化学品受益于新能
源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出现产
销两旺的局面所致。

此外，三峡新材昨晚的一
季报数据也显示，公司今年 1
至 3 月实现净利润 103.35 万
元，同比增长 104.81%。每股
收益 0.003 元。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2.4 亿元，同比增
长 4.86%。对于公司一季度业
绩的大幅增长，三峡新材表
示，本期财务费用和附加税都
有所下降，使得公司业绩大幅
增长。

卖药的要吆喝，花
的钱还真不少，翻查一
下医药上市公司的年
报，其广告费用占了公
司营业收入的相当一部
分，普遍远远高于研发
费用，这被市场认为是
一种“重营销、轻研发”
的现象。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多家上市公司昨发布靓丽财报

健康元去年的市场宣传及推
广费高达28.58亿元，而公司去
年直接及间接用于研发方面投入
总额4.955亿元，尽管同比上升了
28.16%，但和其市场宣传及推广
费相比实在是大巫见小巫。

市场宣传及推广费只是销
售费用中的一部分，健康元年报
显示，市场宣传及推广费占了其
销售费用总额的 91.05%，健康
元解释是，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
及丽珠集团进一步加强队伍建
设、市场准入、渠道拓展、终端推
广等销售工作，相关销售费用随
销售规模的扩大而增长，健康元
是丽珠集团的控股股东。

并不是所有医药股的广告
费用占比如此高，华润三九的市
场推广费12.13亿元，只是全年
销售费用的一半不到。

旗下有凉茶品牌王老吉的
白 云 山 去 年 广 告 宣 传 费 用
10.96亿元，占销售费用总额比
例是26.30%，白云山的销售费用
总额约为人民币41.68亿元，同
比增长增加5.70%，白云山认为
其增长主要是职工薪酬、差旅费
等费用相应增加，以及加大了市
场渠道与品牌建设的投入，从而
令销售费用较2014年有较大的
增长。

健康元的年报中还把自家

公司和其他医药股中的研发投
入和销售费用列表比较，倒是颇
值得玩味。

据健康元的年报显示，哈药
股份研发投入金额2亿元，研发
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1.27%；华
润双鹤研发投入金额1.88亿元，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3.67%；
华润三九研发投入金额2.43亿
元，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3.08%；人福医药研发投入金额4
亿元，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4.02%；上海医药研发投入金额
6.17亿元，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比例5.22%。比较而言，健康元
用于研发方面投入总额4.955亿

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5.73%，自
认为处于同行业略高水平。

而去年哈药股份销售费用
11.31 亿元，销售费用占营业
收入比例7.14%；华润双鹤销售
费用12.25亿元，销售费用占营
业收入比例 23.85%；华润三九
销售费用26.77亿元，销售费用
占营业收入比例 33.89%；人福
医药销售费用16.08亿元，销售
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16%；上
海医药销售费用29.05亿元，销
售 费 用 占 营 业 收 入 比 例
24.57%；健康元销售费用31.38
亿元，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
例36.32%。

广告费高于研发投入近6倍

“哈药模式”正在改变中

周培骏 制图

明家联合、新宙邦
一季度净利飙升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一季报
进入披露密集期，数家上市公司
宣布2016年开门红。昨日明家
联合、安琪酵母等多家公司发布
靓丽业绩报告。

新宙邦昨日发布2016年第
一季报称，一季度该公司净利润
为 5315.85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339.13%。今年一季度公司营业
收入为 2.99 亿元，同比增长
73.9%。银禧科技称 2016 年一
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8
亿元，同比增长19.47%；实现净
利润 4231.91 万元，同比增长
407.60%。

明家联合则是昨晚一季度
“业绩王”，其称一季度该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5.74亿元，同比增长
273.14%；实现净利润 5834.11
万元，同比增长158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