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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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沈建国 因公务 程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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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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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坛生物 60016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慈翔 田博 

电话 010-65439720 010-65439720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南里四号

中丹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南里四号

中丹中心 

电子信箱 ttswdb@sinopharm.com ttswdb@sinophar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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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670,840,704.49 5,259,968,062.92 3,665,745,448.35 -1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151,865,739.23 3,668,410,514.58 3,040,012,956.43 -14.0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333,631,453.65 -118,381,415.08 90,638,810.02 不适用 



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1,220,289,175.04 1,032,643,465.77 944,170,583.22 1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40,273,198.11 881,040,327.94 945,212,667.44 -7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37,376,856.03 189,000,487.06 189,000,487.06 25.6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38 26.70 33.89 减少20.32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8 1.01 1.41 -72.7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8 1.01 1.41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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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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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49.96 435,233,646 0 无 0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 

法人 
3.87 33,669,673 0 无 0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法人 
3.67 31,937,996 0 无 0 

石雯 未知 3.60 31,330,228 0 质押 5,734,84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1.50 13,063,193 0 无 0 

郭晓民 未知 1.10 9,569,551 0 无 0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 

法人 
1.04 9,067,498 0 无 0 

乔晓辉 未知 0.68 5,889,013 0 质押 5,889,000 

张俊发 未知 0.59 5,153,993 0 无 0 

张利国 未知 0.48 4,161,85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和北

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未知有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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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公司积极面对市场压力，在公司董事会的引领下，在公司经营团队和全体员工的共

同努力下，通过强化全面预算管理，细化分解目标，明确管理责任，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2,028.92 万元，同比增长 18.1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737.69万元，同比增长 25.60%。 

（一）实施统一管理，逐步发挥协同效应 

公司业务整合后，设立了五大管理中心，对下属公司进行扁平化管理，分别为：旨在集中公

司核心研发力量、提高研发水平的研发中心；专注统筹浆站运营、提高浆站一体化管理水平的血

源管理中心；着力保障生产质量、提升生产工艺技术水平的生产管理中心；集中工程项目建设、

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的工程与信息管理中心以及开展终端建设、市场开发、销售管理的营销管理

中心。 

五大管理中心的设立，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并通过一体化运营，统筹发挥资源效率，进一

步提升协同效益。 

（二）稳步提升浆量，新设浆站取得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统筹各血制公司的血源管理资源，组建专业化的血源管理机构和队伍，不断

完善浆站绩效考核机制和浆站管理人员竞聘机制。同时，对浆站管理人员展开专业化培训，进一

步提升浆站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采集血浆 738吨，同比增加 90余吨，同比增长

13.89%。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公司武汉血制获得十堰市郧阳区单采血浆站郧西县分站、荆州市监利武

新单采血浆站石首分站和湖南君山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岳阳县分站三个设置许可，目前上述郧西

县分站和石首分站已启动项目选址工作。 

（三）加快生产进度，确保完成生产目标 

报告期内，为保障年内充裕的产品销售，公司加快生产进度，强化协调机制和考核措施，产

品生产时间明显缩短，超前完成投浆进度。扎实开展“质量提升年活动”，加强公司下属各血制公

司之间技术交流和骨干技术人员交流，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升，加之公司在保证产品质量稳定的

基础上持续强化精细化操作，实现了产品收率的进一步提升。同时，公司建立了集中招标采购体

系，完成了血浆检测试剂的集中采购工作，有效降低和控制了采购成本。 

（四）严格控制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有效保证了产品质量。公司下属五家血制公司产品

自检和批签发合格率均为 100%；公司下属上海血制和兰州血制顺利通过 GMP换证检查，取得 GMP

证书；公司针对浆站全面开展了 2018年质量提升年活动，所属浆站（分站）质量管理体系合规有

序。2018年上半年到期的 11家浆站均按期完成《单采血浆许可证》换证工作。 

（五）统筹科研资源，重点项目进展显著 



公司统筹规划研发布局，通过组建的研发中心，初步完成了各血制公司研发资源整合，加强

研发团队建设，发挥专业研发优势，避免各血制公司研发的重复投入，提升研发水平，加快研发

进度，推进关键工艺技术和研发成果共享，提高血浆综合利用率。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课题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Ⅷ获得了临床批件，目

前正在进行临床用药的生产准备；人凝血酶原复合物、纤维蛋白原、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层

析法）、重组人活化凝血因子Ⅶ研发取得明显进展。 

（六）加大营销力度，积极开展市场推广 

报告期，公司积极面对市场变化，加大营销力度，积极开展市场推广，根据 2018年度预算及

时设定销售目标，并进行分解，按照年度、季度、月度狠抓落实，并对销售过程当中的每个时间

节点进行控制，通过发货情况、库存情况等各项数据分析，对销售进度按周、月季度进行跟踪管

理，从而实现销售目标的达成；通过终端数据的收集，掌握产品终端覆盖情况，并持续推进终端

医院网络建设，扩大进入终端的数量和比例，根据全国及区域学术影响力对医院进行分类，加强

重点区域核心医院的进入和推广工作，进一步提高医院覆盖率，同时加强零售药店的销售，调动

商业公司积极性，做好销售工作；针对重点产品进行市场调研，及时了解和应对市场变化，同时

公司聚焦核心医院和大型连锁药房，通过开展大型学术会议和重点授牌药店市场活动等措施，积

极开展市场推广。 

（七）保证投资进度，按时完成基金出资 

经公司董事会七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出资 1 亿元与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发起设立国药中生生物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协

议相关约定履行完毕首次出资义务，出资额 1000万元（总出资额的 10%）。 

（八）加强项目管理，永安建设有序推进 

成都蓉生天府生物城永安血制建设项目于 2018年 3月 30日作为四川省 2018年第一季度重大

项目正式开工，报告期内，公司下属成都蓉生完成了血制车间场地土方平整倒运、厂区临时施工

道路硬化施工、项目质检备案、安监现场踏勘验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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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