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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39                               证券简称：普洛药业                            公告编号：2018-23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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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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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洛药业 股票代码 0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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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玉旺 楼云娜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江南路 399 号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江南路 399 号 

电话 0579-86557527 0579-86557527 

电子信箱 000739@apeloa.com 000739@apelo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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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0,802,162.48 2,740,493,838.07 1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6,466,243.91 129,919,327.07 4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8,488,728.98 119,963,597.29 32.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7,667,267.74 122,614,282.02 175.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82 0.1133 39.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82 0.1133 39.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8% 4.89%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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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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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9,529,639.32 5,691,123,928.46 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60,365,907.59 3,049,994,608.50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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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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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08% 330,941,729 31,654,182 质押 227,000,000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8% 156,552,903  质押 76,446,591 

横店集团康裕药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5% 59,560,488  质押 33,000,000 

横店集团家园化工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8% 44,750,178  质押 44,750,16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安幸福生活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8% 17,442,37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 15,043,110    

青岛市供销社资产运营

（集团）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8% 11,56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时代先锋股

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6% 11,300,33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安逆向策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5% 11,181,688    

东阳市勤胜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11,065,0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横店集团康裕药业有限公司、横店集团家园

化工有限公司为关联企业，与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构成为一致行动人

关系； 

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幸福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均为华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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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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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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医药行业依然面临严峻的政策形势。由于医药行业受国家环保、安全、药品一致性评价等一系列政策的

影响，给国内医药企业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公司紧紧围绕“做精原料、做强CDMO、做优制剂”的核心战略，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积极提升全员效

率，深挖技术工艺和管理潜能，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各方面工作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司在中国制药工业百强和中国

医药工业百强分别排名第37位和第49位。公司生产的头孢克肟分散片和治伤软膏分别荣膺“2017-2018年度中国药品零售市

场最具魅力品牌榜”和“2017-2018年度中国药品零售市场新锐产品榜”。2018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0.71亿元，同比增

长12.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6亿元，同比增长43.52%。 

公司历来坚持“仿创结合”，要求仿制药做差异化，创新药做临床价值。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资金1.3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41%，占本期营业收入的4.33%。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进入注册程序的项目品种中，已向CFDA提交注册申

请的项目共12个，还有1个缓释片项目已提交美国FDA的ANDA注册申请，目前正在评审中。另外，公司治疗脑中风的一类新药

索法地尔正在进行二期临床，预期今年年底前完成二期临床试验。同时，公司也正在积极有序地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工作，目前正在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品种有16个。公司现拥有各项有效专利162项，其中发明专利116件，实用新型

专利46件。2018年上半年获发明专利授权8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6件。 

另外，公司已入驻杭州医药港，设立了杭州优胜美特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该研究院的设立是公司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

布局之一，不仅有利于高端人才的引进，也可充分利用区内各项生物医药平台资源，为公司接轨国际医药高端迈出了重要的

一步。 

近年来，公司一直不断地加大在环保、质量管理、技术支持方面的投入力度，原料药中间体已经逐步在环保、成本、质

量上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公司主要产品涉及青霉素类、头孢类、心脑血管类、精神类、兽药类、其他抗感染及抗病

毒类等多个领域。公司积极开展质量和EHS体系认证和复审工作。上半年，公司接受了国内外重要客户质量体系审计共29次，

国内外官方检查共6次，其中1次美国FDA检查，并以零缺陷顺利通过。同时，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建立了规范的EHS组织

机构，形成了科学的EHS管理体系，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报告期内，下属6家子公司通过了ISO14001等体系认证和复审，

另接受并通过国内外重要客户的EHS体系审计和验收等工作达10余次。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新进地方医保品种6个，新进国家医保品种1个，具体情况如下：  

药品名称 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所属注册分类 是否属于中

药保护品种 

备注 

盐酸头孢他美

酯片 

适用于敏感菌引起的耳、鼻、喉部感染，下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

感染等。 
化学药品 否 

新进宁夏

医保 

盐酸头孢他美

酯干混悬剂 

适用于敏感菌引起的耳、鼻、喉部感染，下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

感染等。 
化学药品 否 

新进天津

医保 

复方头孢克洛

片 

适用于治疗因敏感菌引起的呼吸道轻度至中度感染并有喀痰的患

者，也可用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慢性阻塞性肺气肿伴发感染，

鼻窦炎等的治疗。当严重感染或由低敏感细菌引起感染时，可增加

使用本品的剂量，以提高治疗效果。 

化学药品 否 

新进江西、

青海、安徽

医保 

头孢克肟咀嚼

片 

本品适用于对头孢克肟敏感的链球菌属(肠球菌除外)、肺炎球菌、

淋球菌、卡他布兰汉球菌、大肠杆菌、克雷伯杆菌属、沙雷菌属、
化学药品 否 

新进青海

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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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杆菌属及流感杆菌等引起的下列细菌感染性疾病:1.支气管炎、

支气管扩张症(感染时)，慢性呼吸系统感染疾病的继发感染，肺

炎;2.肾盂肾炎、膀胱炎、淋球菌性尿道炎;3.胆囊炎、胆管炎;4.猩

红热;5.中耳炎、副鼻窦炎。 

氟氯西林钠颗

粒 

主要用于葡萄球菌所致的各种周围感染。但对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

葡萄球菌(MRSA)无效。 
化学药品 否 

新进河北

医保 

注射用氟氯西

林钠 

适用于治疗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引起的下述感染，包括产β -内酰胺

酶的葡萄球菌和链球菌：1、皮肤及软粗织感染：如疖、痛、脓肿、

蜂窝织炎、脓疱病、感染性烧伤、植皮保护、感染性皮肤状态，如：

溃疡、湿疹和痤疮伤口感染；2、呼吸道感染：如肺炎、肺部脓肿、

鼻窦炎、咽炎、扁桃体炎、肩桃体周脓肿、中、外耳炎积脓；3、其

他感染：骨髓炎、尿道感染、肠炎、脑膜炎、心内膜炎、败血病；4、

适当的时候也被推荐用于较大外科手术(例如心胸和矫形外科手术)

的预防剂 

化学药品 否 

新进入：上

海、河北医

保          

 

阿苯达唑颗粒 
本品为广谱驱虫药，除用于治疗钩虫、蛔虫、鞭虫、蛲虫、施毛虫

等线虫病外，还可用于治疗囊虫和包虫病。 
化学药品 否 

17年版国

家医保取

消“△”限

制 

 

六味地黄丸 肾阴亏损，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遗精，消渴。 中成药 否 

藿香正气丸 用于暑湿感冒，头痛身重胸闷，或恶寒发热，脘腹胀痛，呕吐泄泻。 中成药 否 

辛芩颗粒 
益气固表，祛风通窍，用于肺气不足、风邪外袭所致的鼻痒、喷嚏、

流清涕，易感冒；过敏性鼻炎见上述证候者。 
中成药 否 

银黄颗粒 用于急慢性扁桃体炎，急慢性咽喉炎，上呼吸道感染。 中成药 否 

板蓝根颗粒 
清热解毒，凉血利咽。用于肺胃热盛所致的咽喉肿痛，口咽干燥，

急性扁桃体炎见上述证候者。 
中成药 否 

17年版医

保类别从

乙类调甲

类，并取消

“△”限制 

麦味地黄口服

液 
用于肺肾阴亏，潮热盗汗，咽干咳血，眩晕耳鸣，腰膝酸软，消渴。 中成药 否 

新 进 2017

年版国家

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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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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