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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18-032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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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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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琚制药 股票代码 00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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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王伟 陈伟萍 

办公地址 浙江省仙居县仙药路 1 号 浙江省仙居县仙药路 1 号 

电话 0576-87730127 0576-87731138 

电子信箱 dmb@xjpharma.com dmb@xjphar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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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1,758,815,023.25 1,273,925,983.54 3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3,302,397.70 81,168,064.69 5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5,656,689.67 78,721,005.04 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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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666,970.86 61,760,290.57 40.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5% 3.61%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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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8,734,310.09 5,134,599,095.24 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21,211,200.17 2,353,267,776.36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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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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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居县国有资

产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5% 197,488,304 31,914,629   

金敬德 境内自然人 5.27% 48,273,404 0 质押 35,500,000 

汇添富基金－

宁波银行－汇

添富－仙琚制

药－定增盛世

45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3.64% 33,369,540 33,369,540   

杭州九鸿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1% 30,335,946 30,335,946 质押 20,100,000 

浙江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7% 25,377,566 0   

李勤俭 境内自然人 2.50% 22,882,987 7,583,987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02% 18,489,900 0   

平安资管－平

安银行－平安

资产创赢 5 号

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1.83% 16,797,316 16,797,316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四组合 
其他 1.60% 14,653,375 0   

范敏华 境内自然人 1.35% 12,364,106 7,583,987 质押 9,76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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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发展战略及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开展各项工作，通过管理层及员工上下的共同

努力，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5,881.50万元，同比增长38.06%；实现利润总额17,925.03万

元，同比增长74.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330.24万元，同比增长51.91%。 

公司主营营业收入17.58亿元，同比增长38.06%。制剂销售收入8.85亿元，其中制剂自营代理销售收入8.12亿元，同比增

长16%；医药拓展部制剂销售收入0.72亿元，同比下降31%。原料药及中间体销售收入8.66亿元，其中主要自营原料药销售

收入4.95亿元；仙曜贸易公司销售收入0.21亿元，海盛制药销售收入0.65亿元，意大利Newchem公司销售收入2.84亿元。 

公司主要制剂产品销售收入按治疗领域划分：妇科计生类制剂产品销售收入2.4亿元，同比增长2%；麻醉肌松类制剂产

品销售收入1.95亿元，同比增长28%；呼吸类制剂产品销售收入0.73亿元，同比增长174%；普药制剂产品销售收入1.8亿元，

同比增长9%，综合招商产品0.37亿元，同比下降30%，皮肤科0.51亿元，同比增长48%，其他外购代理产品0.24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有： 

1、市场开发与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市场变化，围绕战略目标，积极推进营销模式创新以及营销队伍建设，不断完善销售平台建设。在

制剂产品销售上，针对妇科、麻醉等产品线，推行科室会、经验交流会和城市会，在各大区建立专家关系网络，并确定公司

产品治疗领域的专家讲者，保证了学术活动的有效性，加强公司品牌建设。整合资源，丰富OTC品类，明确销售目标重点在

全国大连锁和地区连锁，通过终端的市场推广活动，提高OTC产品在消费者中的知晓率，提高OTC产品在终端的销售能力。

明确招商战略地位，健全招商管理机制，通过医院精细化招商管理，提高招商产品在终端的覆盖率。积极应对“二票制”工作，

做好相应的渠道统筹，保证公司直营产品和招商产品的及时配送。重视各省市招投标的情况，确保公司重点品种的中标率。

进一步完善销售费用管控流程，对费用申请流程增加前置审核，保证费用使用的有效性。原料药销售以市场占有率为基础，

整合公司内部力量，寻求合作契机，拓展市场、提升销量。 

2、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方面 

根据政策环境的新变化对公司现有开发产品进行梳理，推进研发聚焦工作，围绕公司妇科、麻醉科、呼吸科等核心治疗

领域构建产品群。积极推进固体制剂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报告期内，一个复方片品种通过预BE研究，准备工艺验证，一

个品种完成BE备案开展BE研究，其余品种完成或进入工艺放大研究阶段，整体均按计划顺利推进。一类新药奥美克松钠已

完成I期临床试验 ，开始进入IIa临床试验；一类新药噻吩诺啡的IIb临床试验正在有序进行中；丙酸倍氯米松乳膏、左炔诺孕

酮肠溶胶囊、糠酸莫米松凝胶等3只产品获得再注册批件；“米索前列醇组合物、片剂及其用途”、“制备醋酸泼尼松的方法”、

“制备双缩酮的方法”等3项发明专利申请获得受理。 

3、生产与质量管理方面 

公司持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推进生产过程精细化管理，确保各生产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合理安排生产计划，组

织生产，确保按时完成生产任务；严格执行GMP的相关要求，全面执行GMP管理，严把药品质量控制关；积极开展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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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研究、工艺技术改进工作，全面保证产品质量。报告期内，公司共接受15次客户审计，其中国外客户11次，国内客户4次；

杨府制剂生产线获得哥伦比亚GMP证书。递交了台州仙琚药业的泼尼松欧盟CEP注册申请；氢化可的松和甲泼尼龙两个产品

获得韩国食品和药品安全部的DMF注册证。 

4、对外投资及项目推进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自有资金3000万元对参股公司斯瑞医药公司进行增资，但放弃同比例增资权，增资

完成后，斯瑞医药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增至40,000万，公司对该公司的持股比例将由30%降至15%。公司以自有资

金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以分期出资方式，首期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参与设立浙江诚长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尚

在办理工商注册中。公司出资700万元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迈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浙江仙琚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已于2018年8月14日完成工商注册，注册资本1000万元，主要从事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

公司出资100万元港币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仙琚制药香港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8月21日完成注册登记，主要从事医药及医

药中间体贸易。公司按计划推进原料药产业升级建设项目，土建建设、罐区、动力房设备安装已经完成，各动力工艺配管已

完成水试验收，设备单机调试已完成；一期生产线与公用系统设备安装、设备单机调试基本完成，各动力工艺配管已基本完

成水试验收，目前正处于整体联机调试阶段。 

5、内部基础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夯实内部基础管理，制订了系统的人力资源规划；通过渠道优化和雇主品牌建设招聘高水平人才；

全方位优化培训方法和培训体系及任职资格计划和后备人才计划；完善人才培养及激励机制，提高员工薪酬及公积金，企业

的社会责任担当及人才市场竞争力得到明显加强；完善财务管理体系，提高预算管控能力，提高资金运行效率；加强内部挖

潜工作，控制生产成本，节能降耗增效；重视党建和企业文化建设，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营造凝心聚力氛围。 

6、公司规范运作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健全、完善内控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的稳步发展奠定基础。持续规范做好信息披露和投资

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连续七年获得深交所A级考核结果。加强内部审计职能，对子公司进行全面的“家底摸

底”，对其内控管理进行审计，并出具相关建议。继续对杨府原料药厂区升级项目的工程造价、工程招标、工程物资及设备

采购等关键环节进行审计监督和检查。销售业务方面，继续对发货管理、应收账款管理等方面的运营风险进行梳理和排查，

提供风险防控建议，保障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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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宇松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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