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敖东”或“公司”）一直

践行中医药“济世救人”的文化传统，坚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的核心价值

观，持续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的产品，同时，兼顾投资者、员工、供应

商、社会、消费者等各相关方利益，不断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司概况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坐落在长白山腹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敦化市，其前身是 1957年成立的国营延边敦化鹿场，于 1981 年建立敖东制药

厂，1996 年 10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0623）。报

告期末，公司共控股 21家子公司，同时参股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

广发证券，证券代码：000776）、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亚

泰集团，证券代码：600881）、通钢集团敦化塔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被国家经贸委认定为国家级技术中心，成为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

主要技术依托。被农业部等九部委批准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药现

代化科技产业基地示范企业，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被评为吉林省企业信息化

示范单位，连续多年获吉林省 A级纳税企业，AAA级银行信用等级，守合同重信

用单位，荣获第二十一届国家级一等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等诸多荣誉。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185,458.95 万元，比年初增加 151,408.63 万元，

增长 7.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29,972.01 万元，比年初增

加166,057.46 万元，增长8.91%；资产负债率为6.03%；实现营业收入 297,677.1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4,007.46 万元，增长 8.77%；实现利润总额 193,303.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9,294.36 万元，增长 11.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6,347.14万元，增加 19,698.00万元，增长 11.82%，其中广发证

券 2017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5.95 亿元，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的投资收益为 14.49亿元，同比增长 8.08%。 

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一、股东和债权人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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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公司治理架构，形成了权力机构、决策机构、

监督机构和高级管理层之间权责分明、运作规范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机制。公

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有关“三会”运作、《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内

部审计制度》等方面的制度，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 3 次股东大会、6次董事会、6次监事会，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召开合法合规，各项议案均获得通过。公司报告期内组

织的股东大会，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决议合法有效，在表决上，均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为广大股东充分行使权力提供了平台，充分保障

了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2、加强与投资者沟通，实现投资者与公司深层互动 

公司积极、主动地开展投资者关系工作，与投资者之间建立良好的双向沟通

机制和平台，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电话、投资者互动平台、业绩说明会等多种

方式，本着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的原则，保持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相互信任，利益

一致的关系。公司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及潜在投资者，防止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泄露，

避免出现选择性信息披露情形的发生，确保所有投资者能够公平地获得披露的信

息，切实维护所有股东的合法权益。 

3、依法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维护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规定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所有股东

能平等地获得信息。报告期内，公司编制信息披露公告真实、完整、准确、及时

地将公司情况告知广大投资者，并指定《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作为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不断提高信息披

露标准和质量，多种渠道，依法、合规地公开信息，不断增强公司治理和经营管

理的透明度，努力成为监管部门信任、广大投资者信赖的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共披露公告材料 120份，其中公司公告、章程制度和各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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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102 份，监事会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共 11 份，中介机构的专项意见和专项报

告 7份。 

公司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及中介服务

机构签署保密承诺函并编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和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告，加强

内幕信息管理工作，不断督促相关各方配合内幕交易防控工作，杜绝泄露非公开

重大信息等事件的发生。 

4、持续回报股东，维护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公司在生产经营稳步发展的过程中，实行持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回报股

东，充分尊重并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制定了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方案，有力

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近 3年（含报告期）的利润分配预案或方案情况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2015 年年末总股本 894,438,433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2016 年年末总股本 894,438,433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每 10股送红股

3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7 年末总股本 1,162,769,962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的要求，方案将在 2017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两个月内执行。 

二、员工权益保护 

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公司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

坚决维护员工的基本权益，全力营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注重对员工的培养和

职业规划辅导，促进员工的全面发展，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完善员工福利，

重视员工培训，不断提供优质培训资源。积极鼓励管理层及全体员工不断学习，

将企业进步与提升员工个人价值高度融合，实现公司与员工共成长的和谐健康发

展。 

1、严格落实劳动法规，切实维护员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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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严格遵守《劳动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员工合法

权益。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用工管理制度体系，包括《劳动合同管理制度》、

《绩效考核制度》、《奖惩制度》、《职业培训制度》等，坚决保障员工享受公

休日、年假、婚假、生育假、丧假等法定福利的权利。公司严格执行卫生管理制

度，每年进行员工健康检查，对于特殊岗位人员给予健康和安全保护，对电工、

司炉工及特种设备的操作人员、检验人员等进行执业资格培训后持证上岗。公司

按照劳动法律法规要求，履行集体合同、劳动合同的签订，并及时为员工缴纳职

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障基金，同时，提供岗位补贴、取暖

补贴、用餐补贴等各项福利待遇。公司高度重视民主建设，建立了党支部、职工

代表大会和工会组织，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直接对公司经营决策

行使相关权力，为员工提供了表达诉求的有效渠道，切实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 

2、加强安全监管，确保安全生产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安全生产是企业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公司严格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管生产同时

管安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人包保制，强化部门、车间、班组三级联防的安全生

产体系，实现全员监督安全管理工作。通过完善制度、强化管理、加强培训等方

式，把安全生产的理念与行动落实到生产经营各个环节，不断丰富安全生产内涵，

引导员工的安全行为，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帮助员工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掌握

控制风险技能，为员工营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3、注重职业生涯发展，积极开展员工培训 

员工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公司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坚持“以

人为本”，逐步建立和完善培训体系和制度，开展多层次、多专业培训，着力提

升全员素质。不断加大培训投入，为员工提供了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培训项目、

培训课程，如：技术专项培训、人才专项培训等。对员工需要提升的相关知识、

素质与能力进行培训，提升培训需求准确性分析，让培训的课程更加贴合员工个

人及组织发展需要。公司重视管理人员的培养和储备，加强基层、中层、高层管

理者及后备干部的培训。通过培训平台的持续资源建设，不断提升员工能力，公

司现有员工 3,351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1,718人，取得各类中高级技术职

称 338人，取得执业药师资格 1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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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作为制药企业，公司严把产品质量关，持续为客户和医患提供安全、可靠药

品，把客户和医患满意度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重要依据，重视与供应商、客户的

互惠共赢关系，恪守诚信，努力建设个性化的服务网络，做到让供应商满意，让

客户满意，让消费者满意。 

1、保证产品质量，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吉林敖东立足于药品生产实践，始终把“质量”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以严控

生产为指导，提境界、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一方面严格源头把控，自

主建设种植、养殖基地，开创特有的产业链经营模式，从源头保障产品质量；另

一方面引进先进设备，保证药品的疗效。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 GMP管理规范，

从药品研发阶段、生产阶段、流通阶段、使用阶段、上市后监测阶段进行风险管

理，制定风险管理流程，对药品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动态风险管理，全过程监控产

品质量。加强质量意识培训，严格遵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严格执行质量标

准，确保药品质量安全。 

2、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 

客户是公司重要的支持者和企业生存的基础，公司建立了完善的服务体系，

关注客户需求，重视客户服务。“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意”已成为每个部

门的工作出发点。公司出于对广大患者的责任、出于对敖东品牌的维护，建立了

售后服务体系。在产品上市后，通过用户访问、收集并及时报告药品不良反应；

为医疗人员提供药物警戒培训；建立风险管理计划，从而识别、分析、预防与药

品相关的风险；建立数据库以收集和分析药物警戒信息；系统性开展药物警戒活

动。同时，公司还通过互联网、热线沟通等方式健全售后服务管理体系，不断提

高客户满意度。 

3、供应商供应关系管理 

公司坚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原则，坚持与资质、信誉、产品、服务、品

质良好的供应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公司建立了统一的供应商管理体

系，对上下游合作伙伴进行全程监控和周期性管理，实行严格的供应商准入制度，

认真核查合作方的认证体系、管理体系、服务体系和行业评级，并对合作方的遵

守法规、保护环境、保护劳工权益、诚信经营等进行实时监控及定期或不定期的

责任经营管理评测。公司以“最优质量、最低成本、最佳供货时间”为采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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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采购计划管理、供方管理、采购招标管理、合同签订管理、采购实施和验

收管理，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物资采购供应模式。 

四、发挥本地企业优势，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公司作为吉林省的上市企业，

用快速增长的产销规模，稳步提升的经营业绩，有力地支持和带动了地方经济发

展。随着公司业务规模增长，岗位需求不断增加，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外，公司还与多个院校签署人才培训计划，为即

将走向社会的学生提供实习就业岗位，帮助他们了解社会、学习知识、掌握技能，

迅速成长。作为经济建设的主体，企业有责任也有义务为社会发展及国家财政提

供支持。公司坚持依法纳税、守法合规、诚信经营，为国家财政税收和地方经济

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 

五、社会环境权益保护 

公司始终坚持发展经济不忘环保，将绿色生产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保形势，公司不断强化环保内部管控，着眼全局，逐步实现公

司环保工作的升级转型。公司通过严格的管控，控制污染物排放达标，提高环境

污染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公司投入 3000 多万元建设的溶媒回收车间，已实

现对“注射用核糖核酸 II”的提取溶剂的回收处理，达到资源再利用和环保要

求，实现排放达标；为提高中水的循环再利用，公司设计了处理能力 300 吨/天

的中水再利用系统，实现了中水再利用，逐步向循环经济迈进，同时对锅炉及相

应除尘、脱硫等配套设施进行全面改造，实现烟气超低排放；改善污水处理设施，

确保污水处理达质达标；更换环保节能设备，实现节能降耗，将绿色生产落到实

处。 

六、公共关系与社会公益事业 

公共关系是搭建企业与外部良好沟通的桥梁，公益事业是企业根植于社会，

回报于社会应尽的义务。公司以“共创、共进、共赢”为理念，积极服务社会、

奉献社会，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公司始终将产品质量控制与质量提升相结合，对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

深入研究。充分利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

学、上海药检所等院校合作，不间断开展多品种质量标准提升工作，推进医药产

业提质增效；对产品“注射用核糖核酸Ⅱ”进行抗肿瘤机制研究、急性毒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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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毒性及特殊安全性研究；对产品“小牛脾提取物注射液”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

活力研究等工作；公司还借助科研院校资源和人才技术优势，针对安神补脑液、

养血饮口服液、心脑舒通胶囊等老品种开展二次开发工作。 

2017 年，吉林敖东在精准扶贫工作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优势，对下洼

子贫困村进行走访，调研，制定产业扶贫方案，帮助当地村民脱贫，既调动了贫

困户劳动的积极性，又能给他们带来创收。同时公司领导自筹资金，在节假日期

间，对贫困户进行慰问，送去生活必需品和现金，体现了对贫困户的关怀。公司

对员工及家庭成员发生重大疾病、自然灾害、助残等实施救助。公司每年都开展

“双日捐”活动，即每名员工捐出自己两日的工资；根据敦化市血站用血需求，

组织员工无偿献血，积极主动承担责任。 

2018 年，公司将继续秉承“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

以科技创新为重点，密切跟踪中药现代化前沿动态，加大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

加强技术研发合作，努力打造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公司要心系社会，

专注世人健康，为攻克人类疾病难题，用安全药放心药来为和谐社会多作贡献。

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及其他有关制度，优化并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

式，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以良好的业绩来回报股东。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 月 29日 

 

附：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主要荣誉 

序号 荣誉名称 获奖人 发布部门 获得日期 

1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延边公司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吉林

省财政厅、吉林省国家税

务局、吉林省地方税务局 

2017 年 9月 

2 吉林省质量发展协会会员单位 延边公司 吉林省质量发展协会 2017 年 6月 

3 吉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延边公司 吉林省行政工商管理局 2017 年 9月 

4 
2015-2016年度延边州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 
延边公司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商行

政管理局、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企业合同信用协会 

2017 年 3月 

5 全国工人先锋号 
延边公司液

体二车间 
中华全国总工会 2017 年 4月 

6 
2017 年度全国医药行业优秀质

量管理 QC小组成果发表一等奖

延边公司固

体二车间（工
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 2017 年 7月 



8 
 

（糖衣 QC小组） 业园） 

7 延边州五四红旗团（总）支部 

延边公司固

体二车间（工

业园） 

共青团延边州委 2017 年 5月 

8 

2017 年度全国医药行业优秀质

量管理 QC小组成果发表优秀奖

（起航 QC小组） 

延边公司提

取车间 
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 2017 年 7月 

9 州五一巾帼标兵岗 
延边公司检

测中心 
延边州总工会 2017 年 3月 

10 2016 年度州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延边公司安

全管理部 
延边州公安局 2017 年 1月 

11 2015-2016年度州青年文明号 

延边公司前

处理车间（工

业园）团支部 

延边州创建青年文明号活

动组织委员会 
2017 年 7月 

12 吉林省著名企业 延吉药业 吉林省产品检疫检验中心 2017 年 5月 

13 吉林省医药行业百强优秀企业 延吉药业 
吉林省审信核信企业信用

中心 
2017 年 8月 

14 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延吉药业 
中共延边州委、延边州人

民政府 
2017 年 8月 

15 
中国生化制药工业协会评为

2017 社会责任感企业 
延吉药业 中国生化制药工业协会 2017 年 12月 

16 

敖东牌注射用核糖核酸 II评选

为 2017年生化生物药品优秀品

牌 

延吉药业 中国生化制药工业协会 2017 年 12月 

17 百强品牌企业 洮南药业 
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医药

商会 
2017 年 9月 

18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洮南药业 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9月 

19 
羚贝止咳糖浆为延边州名牌产

品 
力源制药 

延边州名牌产品推进工作

委员会 
2017 年 4月 

20 
养血饮口服液为吉林省名牌产

品牌匾 
力源制药 

吉林省名牌推进工作委员

会 
2017 年 2月 

21 
延边州守合同重信用 AA级企业

2015-2016年度 
力源制药 

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州企

业合同信用协会 
2017 年 8月 

22 
吉林省守合同重信用

2015-2016年度证书 
力源制药 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8月 

23 大连市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大连药业 

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大连市总工会、大

连市工商业联合会、大连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2017 年 3月 

24 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世航药业 延边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2017 年 7月 

25 州级龙头企业 世航药业 延边州人民政府 2017 年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