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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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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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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环药业 600513 G联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和平 于娟 

电话 0514-87813082 0514-87813082 

办公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文峰路21号 江苏省扬州市文峰路21号 

电子信箱 php@lhpharma.com yujuan_1@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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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343,664.19 1,066,283,951.98 -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3,004,264.04 826,704,917.13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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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9,788.79 9,903,891.56 -29.63 

营业收入 295,680,712.66 310,828,496.99 -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56,246.74 29,373,511.11 2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351,941.78 29,247,620.37 2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0 3.72 增加0.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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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5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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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09 105,868,515 0 无 0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9 5,102,585 0 无 0 

杨捷 境内自然人 1.71 4,873,972 0 无 0 

申万菱信资产－工商银行－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61 4,597,416 0 无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1.16 3,313,414 0 无 0 

淮海天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1.14 3,249,999 0 无 0 

福创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未知 1.02 2,905,156 0 无 0 

刘红 境内自然人 0.95 2,709,674 0 无 0 

何文学 境内自然人 0.84 2,389,23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未知 0.73 2,079,84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及《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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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全球经济总体低迷，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比较大的下

行压力。当前，联环药业面对国内、国外严峻复杂、不容乐观的医药经济形势，全体干部和员工

在董事会领导下，着力开展销售、研发、质量、管理、退城进园等重点工作。上半年通过公司干

部和员工的共同努力，基本完成各项任务。 

2017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5,680,712.66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87%，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56,246.74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5,351,941.78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87%。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安全管理 

逐级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完成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层层分解、落实工作。完善了安

全生产考核细则，确定了重点危险岗位及相应的技防措施，人防和技防相结合，上半年未发生任

何安全事故，确保了生产安全。 

2、环保管理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升各级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上

半年未发生环境事件。 

3、销售 

按照 2017 年度销售任务、分解销售指标、修订销售激励政策、签订各级人员销售责任状，做

到动力和压力并存，加大考核力度，抓发货、抓回笼。四月份对北京专业推广队伍的销售激励政

策进行了调整，五六月份发货同比增长 30%。 

积极跟踪“两票制”实施进度，采取应对措施；关注各省招标及招标议价工作，做到多中标，

中好标。 

积极推动重点品种全面上量：五月份接待爱普列特（泌尿系统用药）专家扬州行、参加辽宁

省泌尿年会；接待依巴斯汀（抗组胺用药）专家扬州行，促进爱普列特、依巴斯汀销售上量。 

4、新品研发、工艺变更、一致性评价、工艺核查、科技攻关 

新品研发：完成了硫酸氢氯吡格雷原料药试生产，按计划进行 GMP 认证申报；积极组织米力

农补充资料递交；快速推进达泊西汀、阿比特龙、贝他斯汀工艺研究和筛选。 

工艺变更：特非那定工艺变更已经完成了工艺研究，待稳定性研究到期后组织申报；EP/CP

版氢化可的松、醋酸氢化可的松工艺变更已确定小试工艺路线，现筛选工艺条件，力争年底前申

报；左炔诺孕酮工艺变更主要针对缩短工艺路线，优化现有工艺条件来开展工作；爱普列特、达

那唑工艺变更按照计划有序进行。 



一致性评价：有序推进叶酸片、舍曲林胶囊、辛伐他汀、依巴斯汀、多西环素、马来酸氨氯

地平一致性评价。 

工艺核查：基本完成了现有品种的工艺摸底工作，抓紧制定备查方案。 

科技攻关：开展产品的提高收率、降低成本、提升质量的攻关，进行有计划的试验。 

5、项目合作 

强势推进埃索美拉唑钠、硫酸普拉睾酮钠、阿奇霉素、甲磺酸酚妥拉明、甲钴胺、多粘菌素、

爱普列特复方制剂等合作。 

6、管理 

细化内部各项考核：修订、完善管理层、中层干部目标管理考核；修订、完善班组长及员工

绩效考核细则；修订、完善车间经济责任制考核，体现生产业绩和综合管理两方面；制定了车间

“安环员、设备员、工艺员、质量员”绩效考核细则。强化各级人员对安全、环保、质量、GMP

意识，量化了目标，细化了考核，加大了考核力度。 

发挥人力资源：充分整合车间和部门，有限公司三个原料药车间及股份公司两个原料药车间

分别合并，根据生产安排内部合理调配人力资源。 

加强质量管理：为适应监管要求，加强 GMP 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公司组织自检，

模拟外部 GMP 检查，提升了全员 GMP 水平。上半年接受了巴西客户审计左炔诺孕酮；俄罗斯客

户、美国百利高审计氢化可的松、醋酸氢化可的松；省局、国家局小容量注射液 GMP 跟踪检查，

均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7、退城进园 

确定水针、片剂、QC、水系统工艺设计方案；启动水针联动线、片剂生产线相关设备、设施

及办公方面的招标工作；准备三期工程招标工作；推进四期工程-----环保方面的工作；抓现场施工

安全、施工质量、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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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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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夏春来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年 8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