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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7                               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2017-025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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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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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华医药 股票代码 0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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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涛 都培田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梨园街

3517 号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梨园街

3517 号 

电话 0536－8553373 0536－8553373 

电子信箱 dongmi_002107@163.com zhengdai_002107@163.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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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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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325,260,755.29 275,760,585.97 1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909,711.97 25,555,035.88 4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4,736,316.45 23,907,063.58 4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242,613.44 38,305,662.02 38.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7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7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8% 5.29%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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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921,514.76 705,626,466.89 1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4,925,770.67 489,016,058.70 7.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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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证万融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27% 181,341,477    

张戈 境内自然人 1.74% 6,286,720 4,715,040   

赵军 境内自然人 1.47% 5,316,834 3,987,625   

张法忠 境内自然人 1.03% 3,724,309 2,793,232   

田开吉 境内自然人 0.83% 2,985,600    

刘增 境内自然人 0.41% 1,465,5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国证医

药卫生行业指

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3% 828,827    

中信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中

信.明达 6 期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1% 758,605    

张发义 境内自然人 0.20% 704,400    

吴晓春 境内自然人 0.18% 6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北京中证万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赵军、张戈、张法忠、田开吉

（已离职）五名发起人股东之间，五名发起人股东与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人。  

2、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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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张发义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04,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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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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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2,526.0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95%，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主导产

品心可舒片、骨疏康、荷丹片的销售收入增长所致。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90.9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52%，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长带动净利润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秉持“为人类健康创造卓越价值”的核心使命，围绕心脑血管中成药核心业务，积极

推进资源共享、协同增效，主营业务保持均衡增长。报告期内，公司战略实施情况如下： 

（1）营销方面 

随着医药经济发展放缓，公司主导产品与同类产品形成更鲜明的竞争态势。为应对这一形势，公司继

续加强对重点市场的扶持，在保证销售规模的前提下，根据各地区不同的市场特点，充分调整销售费用结

构和投入模式，灵活分配资源，确保各项市场费用的合理使用，不断提高销售资源利用率，确保销售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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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同时，公司构建与济顺制药、康辰药业的营销优势互补架构，建立多元化营销模式，多品种协同

增效。 

报告期内济顺制药经过 2016 年销售渠道整合，依托沃华医药雄厚的市场基础，实现销售区域和终端

互补，销售业绩得到迅速提升。 

报告期内康辰药业搭载到沃华医药的销售网络，在心可舒片成熟、稳定、管理规范的营销模式和网络

推动下，快速在高端医院和中低端医疗机构形成销量，保持相对较高的、可持续的盈利能力。 

本报告期内沃华医药脑血疏口服液进入全国医保目录，与心可舒片发挥产品优势互补，强化心脑血管

领域独家产品线。为医患客户提供更多的用药选择，更好践行“为人类健康创造卓越价值”的核心使命。 

（2）研发方面 

为确保公司主导产品可以得到强有力的临床学术支持，早日突破新品种销量瓶颈，公司药品研发资金

每年都有较大投入，报告期内有2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目前有5个正在申报的医药专利项目。公司研发项

目主要围绕核心产品心可舒片、脑血疏口服液、通络化痰胶囊、参枝苓口服液、骨疏康颗粒（胶囊）、防

参止痒颗粒、荷丹片等开展上市后再评价研究、产品质量控制体系研究等。 

报告期内，公司与济顺制药、康辰药业等单位协同开展的“经方道地药材丹参质量提升关键技术研究”、

“基于功效与成分关联的适于中药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控制技术构建与应用”等项目已获得有关主管机构立

项，目前均按照既定计划顺利实施。 

（3）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四保一降：保供应、保质量、保安全、保稳定、降成本”，加强产销衔接，提升

生产计划水平，通过强化现场管理、生产调度管理、设备管理、质量控制管理等一系列管理的动作，确保

了产品的市场需求；加强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提升员工的各项技能，认真做好各环节质量控制，确保

了产品质量“0”事故；层层分解各类指标，严格控制各类消耗，加强药材的信息调研，适时把握采购时机，

控制并降低采购成本。 

（4）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带领下，公司生产经营稳步提高。董事长亲力亲为、率先垂范，全体员工深入

践行“顾客第一、亲力亲为、艰苦奋斗、自我批判”，各级管理者扎实落地“四个及时”即“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告知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及时反馈问题”，以新三会（运营分析会、监督报告会、总裁服务会）为

主线，围绕核心战略目标“四个四一”，坚持制度化的自我批判，管理基础进一步夯实，管理水平得到持续

改善和提升。 

围绕核心价值观嵌入制度流程，公司上半年进行了持续的制度优化。通过优化产销联席机制，工厂提

升了市场需求响应速度，确保产品供应；通过持续的运营分析，建立产品标准成本模型，成本管理水平得

到提升；通过每月一次的好习惯训练、高效动作标杆评选等方式，持续激发员工活力，全员践行理念热情

更加高涨。2017年3月，公司入选“福布斯中国上市公司潜力企业榜”，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潜力百家之一，企

业和品牌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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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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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丙贤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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