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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7               证券简称：香雪制药             公告编号：2018-062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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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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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雪制药 股票代码 30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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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力 黄斌丽 

办公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科学城金峰园路 2 号 

广州市萝岗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科学城金峰园路 2 号 

电话 020-22211239 020-22211239 

电子信箱 directorate@xphcn.com huangbl@xph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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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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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202,328.91 1,117,451,236.24 1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3,805,501.60 48,581,702.58 1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7,842,166.94 25,981,822.50 -69.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16,205,985.36 -45,136,067.13 -600.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 1.42%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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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7,766,342.90 9,240,686,910.78 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453,774,655.99 3,461,903,105.18 -0.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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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昆仑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11% 225,649,476 0 质押 126,345,629 

广州市罗岗自

来水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6% 26,832,260 0   

创视界（广州）

媒体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7% 18,982,080 0 质押 16,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51% 10,002,500 0   

汤亮 境内自然人 1.37% 9,034,852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18% 7,816,2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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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瑞惠

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广州市香雪制

药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1.18% 7,810,147 0   

诚泰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产品 

其他 0.79% 5,208,400 0   

广州市香雪制

药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0.78% 5,139,632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新机遇

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6% 5,011,30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之中，广州市昆仑投资有限公司与创视界（广州）媒体发展有

限公司为关联股东。除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外，其他前十名股东之

间的关系不详。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汤亮通过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9,03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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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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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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州市香

雪制药股

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

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7 制药 01 112610 
2017 年 11月 02

日 

2020 年 11月 02

日 
60,000 5.60% 

广州市香

雪制药股

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

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

二期） 

17 制药 02 112620 
2017 年 11月 23

日 

2022 年 11月 23

日 
30,000 6.10% 

广州市香

雪制药股

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

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8 制药 01 112695 
2018 年 05月 02

日 

2021 年 05月 02

日 
20,000 6.38%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8.48% 57.97% 0.5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28 1.96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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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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随着医改不断深入推进，产业政策不断执行，使得整个医药行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变革

带来的巨大挑战。2018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通过制定切实有效的发展方

针，坚持以业绩为导向、创新运营管控模式，坚持业务发展优先，勇于创新。公司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及可

靠的质量管理体系，与客户保持稳定合作，整体业务保持稳定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320.23万元，同比增长10.36%；利润总额7,662.26万元，同比增长0.0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5,380.55万元，同比增长10.75%。其中，医药制造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30,448.99万元，同比增长

16.33%；医药流通业务营业收入共计33,524.1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64%；中药材业务营业收入共计

44,412.3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02%。 

1、创新推动业务不断发展 

公司切实贯彻品种差异化管理和精细化管理策略，对抗病毒口服液、橘红、板蓝根等成熟产品的定位

和市场潜力进行二次挖掘，延伸企业和产品的品牌张力；加强学术推广和招标力度，促进产品在应用范围、

应用规范化等方面的拓展；积极优化产品布局，利用独家剂型和规格的独特性，占领市场份额，获得市场

广泛认可。同时创新营销模式，聚焦终端药店，整合资源开展营销活动，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品牌体验

活动，融入新媒体推广方式，提升药品销量。在中成药业务方面，推行调价工作，抗病毒口服液及板蓝根

颗粒等主要产品零售价及供货价进行同步小幅调升，以此减轻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在中药饮片业务方面，

巩固原有医院渠道的基础上，拓展连锁和第三终端，以智慧煎煮中心为抓手，拓展市场，增强客户粘合度。

同时根据公司全品类经营产品规划，不断进行产品开发，目前正在开发的产品主要是精制饮片系列、药膳

养生系列、普通饮片系列；在保健品业务方面，子公司九极生物向市场推出养生馆项目，项目推出市场后，

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同时，公司对现有的保健产品进行了工艺优化，并推出了精油系列产品（肩颈按摩、

焕活紧致、舒缓、控油清透）、经络贴产品，市场反应良好，获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在饮料业务方面，子

公司香雪亚洲推出了亚洲铂泉(天然矿泉水)，营元堂即饮酵素，亚洲能量（罐装植物型维生素功能饮料），

销售情况良好。 

2、加强研发促进技术创新 

公司子公司香雪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在李懿总裁领导及其研发团队共同努力下，TCR-T细胞治疗技术

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与美国生物制药公司ATHENEX成功合作，联合拓展国际市场；临床试验顺利开展，

TCR-T的安全性及疗效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同时，公司持续推动重点项目的研发工作，重点研发的中药复

方治疗冠心病新药项目—双龙保心片，获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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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号：2018L02429），也积极开展主营产品培育中药大品种的工作，对抗病毒口服液、橘红痰咳液、橘红

痰咳煎膏、小儿化食口服液等品种质量标准提高的研究稳步推进。  

3、不断优化质量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在产品生产方面持续优化流程，

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质量；在产品的生产供应过程中，保质的同时注重成本管控，公司GMP管理

水平持续提升。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管理制度有效践行，各项业务稳步推进，管理工作有序开展，

取得了收入、利润双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 

4、积极布局精准医疗产业链 

在立足于目前中药资源的业务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公司的发展战略，通过收购、投资、参股等运作

方式积极布局精准医疗产业链，以香雪中医药全产业链物联网布局为切入点，与权威研究机构和专家共同

探索香雪智慧中医发展创新模式。以“精准系统免疫治疗”为主线组织开展基因检测诊断、免疫细胞治疗

技术、干细胞领域等相关研究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对广州杜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增资4,500万元，取得45%的股权，将充分借助其拥有的

细胞储存资源和经验，为公司未来开展细胞储存业务、康复健康领域的细胞应用业务及相关衍生业务等医

疗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提供助力，同时结合公司自身的资源平台及医疗领域的经验创造价值增量；成立了全

资子公司广州香雪健康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将其作为公司医药医疗产业投资并购重组、资源整

合的投资管理平台，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资本运作模式，不断拓展业务领域，有效进行资源整合，努力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医药医疗产业专业化的投资经营，降低投资风险，有助于促进公

司的发展。 

5、拓展融资渠道 

报告期，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2亿元（含12亿元）的公司债券，2018年5月2日，

公司发行本次债券第三期，实际发行规模为2亿元人民币，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元，票面利率为6.38%。 

6、关注员工成长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探索完善香雪特色的培训体系，报告期内针对公司内部不同的岗位及部门，开展

了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在原有外聘专家、讲师的基础上，公司通过内部讲师招募和培养新的内部讲师团

队，共举办内部公开课和微讲堂直播课程，实现公司内部经验传承。同时，公司逐步建立与完善人力资源

管理体系，在绩效激励方面，不断地创新激励机制，并引入弹性福利的理念，有效地调动员工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提升激励效率，推动员工整体绩效的有效提升。 

7、贡献社会 

报告期内，公司被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委宣传部评为“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获得广东

省企业文化研究会颁发的“2017年度广东省企业文化建设综合竞争力自强企业”；获得广州市黄埔区工商

业联合会（总商会）颁发的“广黔同心携手同行百企帮百村先进民营企业”；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

委员会的CNAS认可决定书（2018-05-28～2024-05-27）证书、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中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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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8～2024-05-27）证书；获得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广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A级”证书；获得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颁发的“首届最具创新价值OTC品种“OTC优秀创新奖”-抗病毒口服

液”证书等荣誉。 

8、与投资者互动交流 

公司通过投资者热线、互动易平台回复、网上业绩说明会、媒体机构及个人的来人接待等多种方式与

投资者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树立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报告期公司组织召开了2017年度业绩网

上说明会、参与了参加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18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等。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认真遵循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及时、完整，按照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的新药进展情况： 

序号 研究项目 研究进度 类别 运用领域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

影响 

1 用于治疗脑胶质瘤

的小分子药物KX02

新药的研发 

已经获得原料药和制

剂的《药物临床试验

批件》, 正在进行I期

临床方案的修改与完

善，正在确定临床基

地 

新药研发 恶性脑胶质瘤的治疗 是公司新药开发和技

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

分，丰富公司产品结

构 

2 用于皮肤创伤无疤

痕愈合的siRNA新药

（STP705）的研发 

已经获得原料药和制

剂的《药物临床试验

批件》, 正在进行开

展I期临床的准备工

作 

新药研发 STP705能够有效抑制受

损组织细胞内致炎症因

子表达，加快伤口愈合速

度，减少愈后疤痕生成 

丰富公司产品结构 

3 高亲和性T细胞受体

（TCR）细胞治疗的

研发 

正在进行研究者发起

的临床研究 

新型医疗

技术的研

发 

实体肿瘤细胞免疫治疗 肿瘤临床治疗创新技

术 

4 广谱防治呼吸道病

毒感染合成多肽药

物P9类多肽新药的

研发 

已完成基础研究，正

在进行临床前研究准

备 

新药研发 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防治 是公司新药研发和技

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

分，拥有独立完整的

知识产权，能够丰富

公司产品结构 

5 组分中药—双龙保

心方新药的开发 

获得了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

《药物临床试验批

件》（批件号：

2018L02429），正在

进行临床前准备 

新药研发 心血管病的治疗 增加公司中药产品品

种、丰富公司产品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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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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设立了广州香雪健康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自完成工商登记手续起纳入

公司合并范围。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辉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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