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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6                           证券简称：银河生物                           公告编号：2018-056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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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生物 股票代码 0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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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捷 苏少玲 

办公地址 广西北海市银河软件科技园综合办公楼 广西北海市银河软件科技园综合办公楼 

电话 0779-3202636 0779-3202636 

电子信箱 yhsw@g-biomed.com yhsw@g-biom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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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653,199.32 562,261,571.04 -2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771,308.89 -21,173,415.43 -18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9,549,415.07 -13,427,590.81 -4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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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060,198.16 -92,372,502.22 81.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3 -0.0193 -186.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3 -0.0193 -186.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3% -1.0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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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9,199,259.20 3,333,926,829.83 -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43,026,354.93 2,106,570,422.72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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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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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天成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79% 525,612,967 401,169,406 

冻结 525,612,967 

质押 524,752,989 

葛淑贤 境内自然人 0.71% 7,757,4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41% 4,482,000 0   

北京中德恩洋

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9% 3,141,539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8% 3,118,477    

邢淑静 境内自然人 0.21% 2,354,500    

吴璐 境内自然人 0.19% 2,111,060    

庄凤娟 境内自然人 0.19% 2,099,900    

陈维恩 境内自然人 0.17% 1,903,200    

王东林 境内自然人 0.16% 1,769,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银河集团"）与上述其他前九名股东以及无

限售条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

司未知除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外，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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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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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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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夯实生物医药产业基础和推动传统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两条主线积极开展工作。在生物医药

领域，公司继续推动针对肿瘤等重大疾病创新药物研发工作的进程，其中CD19 CAR-T新药已完成资料补充提交，预计近期

内可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第三代EGFR抑制剂项目正进行临床申报的准备工作，预计2018年内可申报临床并获得临床试验批

件；同时，为提升生物医药产业的盈利能力，公司重点关注具有较好市场前景和业绩预期的成熟、成长型项目的并购机会。

在传统制造业领域，虽然受国家政策及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影响，公司电解铝整流变压器业务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但报告期

内公司积极开拓新市场，承接的非电解铝合同大幅提升，产品结构日益优化，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电子元器件业务继续保

持稳步发展，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取得积极成果，新品订单同比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在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财政政策调控收紧、产业调整力度加大等诸多因素交错影响下，公司经营效益

不佳。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565.32万元，营业利润为-6,964.4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77.13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954.94万元。 

1、加快推动创新药物研发，夯实生物医药产业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快推动CAR-T药物、小分子靶向药物、单抗隆抗体药物、干细胞药物以及溶瘤病毒药物的研发进

程，其中：公司CD19 CAR-T药物目前已向CDE递交相关补充资料，预计近期可获得临床试验批件；与无锡双良合作研发的

第三代EGFR抑制剂项目（适应症为非小细胞肺癌等），正进行临床申报的准备工作，预计2018年内启动临床申报并获得临

床批件；由国家“千人计划”、江苏省“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核心人才等组成的研发团队负责开展的CTLA-4单抗、PDL1单抗等

多个自主开发的First-in-class 生物大分子新药研发项目仍在持续推动，并于报告期内申请专利9项；由苏州般若负责的溶瘤

病毒药物已进行了多批次动物试验，计划在2018-2019年内提交临床试验申请；与四川大学合作开发的干细胞项目正有序推

进中，报告期内申请专利1项。 

同时，为缓解目前研发类项目持续投入所导致的资金压力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解决生物医药产业的收益与投入失衡

的问题，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关注具备较好市场前景和业绩预期的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的并购机会，并完成了汉素生物5.55%

股权收购事宜。 

2、积极主动开拓新市场，持续推进传统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报告期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资金流动性收紧、企业融资难度增大，传统制造业面临的形势严峻。在变压器

领域，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公司在继续稳固整流变产品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加强技术改进，完善产品结构，明

确提出“以质量为根本，以非电解铝市场为开发重点”的发展思路，并取得积极成果。报告期内实现非电解铝合同金额与比重

的大幅增长，为公司持续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公司产品检修、运营维护等增值服务业务持续增长；除离子膜化工、有色冶金

等原有领域，逐步进入了石墨、电炉冶炼、锂电池和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市场；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多个国家的项目

合同正在积极洽谈中。 

在电子元器件领域，公司积极拓宽产品应用领域，推动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增强发展后劲，逐步实现持续稳定发

展。报告期内共计承担14项军品研发项目，89项自主研发项目，其中4条宇航级和高可靠军用生产线建设基本按节点完成，

RXGK21、RXGK12线绕固定电阻器已完成项目验收。 

此外，为盘活闲置资产，提升资产运营效益和公司的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以科技企业孵化器为主要内容的

公司科技服务产业发展。其中：产业城（一期）项目已基本完成企业招商、入驻，并于报告期内获自治区级小型微型创业创

新示范基地；产业城（二期及配套）已获得项目备案证，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启动项目报建等相关工作。同时，高质量的企业

培育、孵化服务使得北海高新技术创业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众创空间、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承载空间

持续保持饱和状态，为进一步提升园区内的创新创业氛围，目前公司正筹划利用闲置用地打造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及创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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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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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