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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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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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莱柯 60356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锐 靳明明 

电话 0379-63282386 0379-63282386 

办公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政和路15号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政和路15号 

电子信箱 ir@pulike.com.cn ir@pulik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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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600,912.91 1,805,111,236.09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82,834,007.56 1,568,839,814.83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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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5,273.29 25,950,131.79 71.27 

营业收入 285,290,183.23 258,267,884.63 1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6,434,737.79 61,938,507.68 2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55,902,220.25 53,808,610.03 3.89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73 4.13 增加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19 26.3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19 26.32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0.46%：主要系公司开发的猪用、禽用基因工程疫苗等重点产品市场推

广进展顺利，导致各相关业务板块收入增加所致。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23.40%：主要系公司基因工程疫苗等重点产品收入和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71.27%：主要系猪用和禽用疫苗销量和预收的货

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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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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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许科 境内自

然人 

33.24 107,619,672 0 无   

孙进忠 境内自

然人 

15.75 50,982,948 0 质押 4,398,900 

中信现代农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未知 4.30 13,909,891 0 无   

李根龙 境内自

然人 

3.07 9,936,156 0 无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未知 2.02 6,525,693 0 无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投连－个险投连 

未知 1.83 5,918,625 0 无   

胡伟 境内自

然人 

1.72 5,582,220 0 无   

王栓伟 境内自

然人 

1.62 5,233,672 0 质押 540,000 

温静夫 境内自

然人 

1.32 4,280,000 0 无   

宋永军 境内自

然人 

1.23 3,966,028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中信现代农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个险投连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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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下游养猪业行情低迷，大部分养猪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对上游动保行业造成

了不利的影响。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公司经营班子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带领全体员工攻坚克难，

化压力为动力，围绕着 2018 年度经营计划，通过加大重点研发项目推进力度、强化市场开拓、优

化团队建设等举措，为实现公司由技术优势向市场胜势的转变奠定了良好基础。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28,529.02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43.47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3.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5,590.22 万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89%。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3.1.1 科技创新 

依托公司强大科技创新平台，为了进一步加快重点研发项目进度，公司成立了研发项目推进

领导小组，整合现有优势资源，保障重点研发项目的推进。报告期，公司研发投入 2,725.67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9.55%，维持了较高的投入强度，保障了公司研发项目顺利开展。报告期内，

猪圆环-支原体二联灭活疫苗、鸡传染性法氏囊病亚单位疫苗、兔病毒性出血症基因工程亚单位疫

苗（杆状病毒源）研究等 4 项产品通过新兽药注册复审；猪支原体肺炎灭活疫苗（单针型 HN0613

株）、鸡传染性鼻炎二价灭活疫苗（A 型+C 型）、兔病毒性出血症-多杀性巴氏杆菌病-产气荚膜梭

菌病（A 型）三联灭活疫苗等 4 项产品通过新兽药注册初审；鸡新城疫（基因Ⅶ型）-支-流-法四

联灭活疫苗、水貂病毒性肠炎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杆状病毒源）等 3 项产品申报新兽药注册；

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7 项，其中 1 项为国际专利。 



依托公司科技创新优势，按照公司的战略布局，持续推进知识产权贸易，报告期，公司新签

订知识产权贸易合同 1,800 万元，确认收入 840 万元。 

3.1.2 市场开拓 

公司以新一代基因工程疫苗及联苗上市为契机，通过调整营销策略、策划大型营销活动、加

大重点产品推广力度等举措，在下游行业行情低迷、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公司销售业绩实现了良

好增长。报告期，公司猪用市场疫苗实现营业收入 8,251.55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7.65%；禽用

疫苗及抗体实现营业收入 10,364.66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0.94%；化学药品实现营业收入

8,045.66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8.39%。在直销客户开发方面，利用新一代基因工程疫苗的产品

优势和购买第三方服务优势，强化大集团开发，提高产品渗透率，报告期内，公司直销业务收入

10,356.6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18%。 

报告期内，以策划大型营销活动为抓手，依靠公司的创新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构建市场营

销渠道护城河，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及品牌的影响力。猪用疫苗方面，为让利于养猪企业，缓解

其成本及资金压力，及时推出了圆环疫苗的“雷霆行动”，将圆环全病毒疫苗市场终端价格降至 3.98

元/头份。通过此次活动，基本实现了圆环全病毒疫苗的全年销售目标，构建了圆环系列产品的领

先优势，同时开发了一批优质合作伙伴，优化了渠道结构，进一步占领终端市场，为圆支二联、

圆副二联、猪伪狂犬 gE 基因缺失灭活疫苗（流行株）等新产品上市积累了渠道及客户基础；禽

用疫苗方面，举办了“434 系列减负方案践行者大会”全国巡讲、参加迪拜-中东畜牧业博览会、组

织中国蛋鸡减负领跑者峰会等大型营销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1.3 投资发展 

报告期内，围绕公司的战略布局，公司与中牧股份、中信农业共同出资成立中普生物，公司

以现金方式出资 16,275 万元。本次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以合资公司为主体，利用公司掌握的新一代

基因工程疫苗技术，申报口蹄疫新兽药证书及产品批准文号，实现口蹄疫疫苗的技术升级换代。

截至目前，中普生物已完成工商登记及资产交割，原有全病毒疫苗的品质提升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中。同时，经董事会批准，公司拟投资 1 亿元参与国调中信基金增资，力图借助该产业基金的专

业资源和优势，提高公司在国际宠物疫苗及药品、前沿生物科技等方面的并购整合能力，实现合

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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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