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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厉市生 因工作原因 颜贻意 

董事 冀文宏 因工作原因 颜贻意 

独立董事 马士可 因个人原因 金爱娟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诚意药业 60381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柯泽慧 陈雪琴 

电话 0577-63484842 0577-63484842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化工路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化工路



118号 118号 

电子信箱 office@chengyipharma.com office@chengyipharma.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10,201,767.02 364,273,519.72 6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58,613,344.16 280,165,942.19 99.3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360,481.79 43,197,842.42 -80.65 

营业收入 148,607,179.98 152,149,826.51 -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048,105.69 33,397,254.63 -1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803,737.57 31,602,711.79 -15.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97 13.22 减少6.2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0 0.52 -2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0 0.52 -23.0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86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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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颜贻意 境内自

然人 

29.40 25,050,000 25,050,000 无   

苏州夏启中原九鼎医药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自

然人 

13.38 11,400,000 11,400,000 无   

颜茂林 境内自

然人 

3.87 3,300,000 3,300,000 无   

庄小萍 境内自

然人 

3.52 3,000,000 3,000,000 无   



岑均达 境内自

然人 

2.46 2,100,000 2,100,000 无   

任秉钧 境内自

然人 

2.46 2,100,000 2,100,000 无   

沈爱兰 境内自

然人 

2.29 1,950,000 1,950,000 无   

柯泽慧 境内自

然人 

2.25 1,920,000 1,920,000 无   

茆利平 境内自

然人 

1.76 1,500,000 1,500,000 无   

邱克荣 境内自

然人 

1.41 1,200,000 1,20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颜贻意为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柯泽慧是颜贻意的外甥女；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全国医改工作持续深入推进，两票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公立医院改革等

方面政策进一步完善，药品招标已近尾声，新版医保目录调整完毕。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与经

营管理层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在稳健经营的基础上，持续优化供应链、研发和营销体系建设，发

掘产品潜能，加快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全面提升公司各业务领域的精细化管理能力，持续提

高公司盈利能力。2017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状况稳定，实现营业收入 14,860.72 万元，较上年下

降 2.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04.81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0.03%。报告期内，公司

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深耕营销网络建设和发掘产品潜能。公司持续加强市场营销网络的广度和深

度，精选总经销商和区域经销商，做好总经商和区域经销商的维护和管理。不断做深做细产品的

学术推广与企业品牌，通过提供专业化的学术推广服务，充分实现药品研发、临床治疗和诊断技

术方面的多层面合作 。同时公司挖掘新老品种潜能，积极优化产品结构，持续开展产品价值链的

分析和优化工作，为产品市场决策提供信息支撑。针对新品，公司开展市场策划，做好定位、定

商、定价工作，使新品销售成为新的增长点。 

另外公司积极参与医药招标省份的招投标工作。公司主打产品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托拉塞

米胶囊及注射液已在大部分省份中标。同时，加强与各地医院进行议价谈判工作，做好价格维护

工作。 

此外，公司以上海虹桥核心商务区为依托，购买办公用房，将在上海建立营销中心，同时将

根据产品目标市场扩建或调整原有营销网点，形成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 

2、生产方面 

公司始终践行“质量第一”的药品生产理念，实施全过程质量管理，将药品质量落实到从物

料采购、生产、检验、储存、运输等各个环节，强化风险过程控制，保持 GMP 常态化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对原辅料供应商进行专项审计，强化物料供应商现场管理，从源头上保

证产品质量；持续 GMP 培训，全面推行质量风险管理的理念，通过供应商审计、偏差变更管理、

生产过程中间监控、设备设施优化等手段，不断强化 GMP 管理；根据公司市场营销需求，合理安

排各车间生产作业，安全、环保、高质量地完成生产任务。 

3、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的药品注册申报和临床研究工作有序推进。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有 26个品

规新产品在研；有 3 个品种准备申报临床试验；有 5 个口服固体制剂品种正在开展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工作；有 4 个技术转让新品种正在申报药品批准文号，主要治疗领域为心血管系统。另已获

得药品批准文号的胆益宁片、胆酸钠片等片剂产品正在组织 GMP 申报，其中胆益宁片为全国独家

中药品种，用于治疗急慢性胆囊炎、胆道感染等症，市场销售前景广阔。 

4、投资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和公司实际控制人颜贻意先生与中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

议，拟共同发起设立 10个亿并购投资基金，借助专业的战略合作伙伴的经验和资源，在更大的范

围内寻求对公司有战略意义的投资和并购标的，从而加快公司产业升级和发展的步伐，做大做强。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



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并根据该会计准则规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

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进行调整，其中从利润

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的金额共计 707066.01 元。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