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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3                             证券简称：金城医药                           公告编号：2017-092 

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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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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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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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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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城医药 股票代码 30023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晓刚 倪艳莉、齐峰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经济开发区双山路 1 号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经济开发区双山路 1 号 

电话 0533-5439432 0533-5439432 

电子信箱 jcpc@300233.com jcpc@300233.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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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11,114,171.32 516,292,453.16 13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5,060,454.75 74,716,149.28 6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21,447,106.38 62,457,528.18 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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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470,092.27 128,472,339.36 -59.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7% 5.67% -1.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678,537,390.66 2,256,882,763.76 10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92,450,255.95 1,436,723,827.49 157.0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77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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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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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金城实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49% 111,995,016 16,835,016 质押 43,000,000 

北京锦圣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5% 98,493,778 98,493,778   

达孜星翼远达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6% 24,623,444 24,623,444 质押 24,623,444 

赵鸿富 境内自然人 3.25% 12,776,000 9,582,000   

张学波 境内自然人 1.63% 6,420,000 4,815,000 质押 2,699,999 

青岛富和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6,209,000 0   

泰康人寿保险有

限责任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 深 

其他 1.21% 4,744,288 0   

赵叶青 境内自然人 1.20% 4,720,000 3,540,000   

泰康人寿保险有

限责任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

品-019L-CT001

深 

其他 0.91% 3,572,05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3% 3,278,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金城实业持有公司 28.49%的股份，赵鸿富和赵叶青合计持有公司控股股

东金城实业 57.64%的股份，此外赵鸿富和赵叶青还直接持有金城医药 4.45%的股份，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赵鸿富为金城实业董事长，赵叶青、张学波为金城实业董事。除此以

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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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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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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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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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快组织优化调整，各产业板块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产业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

实现了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开创了公司转型发展的新格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11,114,171.32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4.58%；实现营业利润145,155,497.7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8.51%；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060,454.7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7.38%。 

报告期，公司整体收入实现稳定增长，其中：头孢侧链活性酯系列产品实现收入37,787.01万元，同

比增长39.68%，占营业收入的31.20%；其他医药化工产品实现收入21,473.05万元，同比增长25.08%，占

营业收入的17.73%；生物制药及特色原料药产品实现收入10,907.21万元，同比增长67.14%，占营业收入

的9.01%；化工贸易报告期内实现收入33,174.01万元，占营业收入的27.39%；制剂产品实现收入17,770.14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14.67%。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公司治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集团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并新增选两名董事，董事会成员增加至11名，进

一步增强了董事会在战略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业程度和决策能力，法人治理结构愈加完善。报告期，

公司新设运营部，综合统筹内外部资源；加强内控建设，新设审计总监，理顺审计部门职责。公司还进一

步规范各子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各子公司建立了权力相互制衡的公司运作机制，规范运作程

度进一步提高。 

2、战略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大医药 ”拓展“大健康”，通过“实业+资本”两大平台，努力打造金城特色

产业链。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不断推进各板块的产业布局，充分发挥产业优势，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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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公司组织架构，适应公司发展。成立金城医药集团，强化集团管控职能；改组昆仑分公司，设立全资

子公司金城医化，进一步理顺化工事业部管理职责；设立北京管理中心，深化制剂运营、投资、研发三大

职能；设立杭州管理中心，加快制剂营销体系建设，实现两大管理中心的协同，加快制剂板块发展。报告

期内具有金城特色的制药产业链全线贯通并加速融合。报告期内，公司对五年战略规划进行了修订，并督

促各板块落实执行。 

3、生产运营情况 

报告期内，朗依制药围绕“融合、创新、发展”主题，通过制度完善、岗位理顺以及企业文化建设，

不断加强团队融合，积极推进朗依制药发展。报告期内，金城金素加强药品的采购招标工作，北京、山东、

河北等省市已经中标并开始销售，上半年实现了扭亏为盈，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上海金城加强市场销售

和客户开发，上半年的全国成交新客户明显增加。 

公司高度重视企业的安全环保工作。上半年加大安全、环保投入力度，各项安全、环保工作平稳运行，

其中资源生态化综合利用项目顺利投产，处理能力持续提升。金城医化还充分利用现有环保资源，新设立

了金城晖瑞环保子公司，在做精做透中间体业务的基础上，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实现了由解决内部环保问

题向环保产业创造经济效益的转型。 

金城生物通过完善组织机构，加强市场营销，谷胱甘肽产品市场占有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金

城生物不断强化生物发酵核心竞争力，加速腺苷蛋氨酸对甲苯磺酸硫酸盐、谷胱甘肽保健品、动植物保护

等新市场的开拓，新产品申报，金城生物产业园建设、新产品储备等工作稳步推进。公司谷胱甘肽（花青

肽美）保健品已经在药妆（上海可开嘉来日本药妆连锁店（Cocokara Fine）和蓝柠檬药妆）连锁渠道及

美业系统进行控销，目前在上海、广州等一二线城市已经铺货销售，渠道持续完善中。 

4、产品研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推进技术创新，促进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公司利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这

一平台，加快科研力度，加强人才引进，为公司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提供有力支持。报告期内，公司还同

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科研院所、专门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集团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 

报告期内，金城生物对谷胱甘肽钠进行了注册申请，具体情况如下： 

药品名称 注册分类 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注册所处阶段 进展情况 

谷胱甘肽钠 4类仿制药 化疗患者；放射治疗患者；各种低氧血症；肝

脏疾病；亦可用于有机磷、胺基或硝基化合物

中毒的辅助治疗。 

现场核查 已通过现场核

查  

“益康泰” 保健品 营养药物 已进入国家审

评中心 

处于审评状态 

报告期内，公司在研产品主要涉及营养药物、抗生素、消化类、抗真菌、痛风及抗类风湿药物等多个

领域。这些药品的研发与申报将会扩展公司药品的治疗领域，增强企业竞争力。同时，公司积极开展已有

文号的一致性评价工作，为公司现有产品及未来市场的持续盈利及开拓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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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入医保目录产品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

录（2017年版）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15号），公司子公司上海金城、金城金素以及朗依制药共有23

个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2

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药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6）。 

6、其他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起草的AE活性酯、头孢他啶活性酯、呋喃铵盐三项产品质量标准通过国家行业标准

委员会审核，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已正式获得核准文件，以上三项产品质量标准成为国家行业质量标准，

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报告期内，公司还获得了“淄博市工业企业50强”、“第二届淄博市市长质量

奖”、“山东省中小企业创新转型优胜企业”等荣誉称号。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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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山东金城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股权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城金素”） 以自有资金 260 万元人民币，收购广东嘉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源药业”）股

东杨浩宁持有的嘉源药业 75%股权，收购股东杨洁亮持有的嘉源药业 25%股权。由于本公司非全资子公

司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司已收购广东嘉源药业有限公司原股东杨浩宁75%股权、杨杰亮25%股权，故

合并了该公司51%股权。 

2、山东金城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金城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锦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93 号），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具体详见 2016 年 12 月 29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 2016-087））。截至目前，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资产北京朗依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依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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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合并了该公司100%股权。 

3、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未来发展规划，为更好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加强风险管控，提高管理效率和运

作效率，公司决定新设子公司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注销昆仑分公司，并将资产、负债、业务、人

员等划转到新设子公司，相应的债权债务也将由新设子公司承继，故合并了该公司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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