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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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普爱思 60316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建国 董丛杰 

电话 0573-85021168 0573-85021168 

办公地址 
浙江省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新明

路1588号 

浙江省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新明

路1588号 

电子信箱 spasdm@zjspas.com spasdm@zjsp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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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635,820,760.79 1,648,594,028.08 -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06,876,605.17 1,481,179,086.85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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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11,087.75 61,253,829.40 -9.05 

营业收入 264,187,327.64 327,969,353.86 -1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697,518.32 50,882,010.83 -4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834,418.93 45,933,798.81 -72.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2 3.02 减少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1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16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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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5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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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陈德康 
境内自

然人 
28.97 93,462,228 9,500,003 无   

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66 31,154,075 0 质押 21,800,000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75 28,235,531 0 质押 5,000,000 

胡正国 
境内自

然人 
3.39 10,920,000 0 无   

上海速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速硕新价值成长一期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65 8,560,000 0 无   

王泉平 
境内自

然人 
2.34 7,549,600 0 无   

俞春雄 未知 2.00 6,450,000 0 无   

何士明 未知 1.76 5,682,200 0 无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未知 1.55 4,999,999 4,999,999 无   

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55 4,999,999 4,999,999 质押 4,999,9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控股股东陈德康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2、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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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是医药行业继续深化改革的一年，医药领域重大政策频出。2019 年，也是公司攻坚

克难之年，公司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19 年上半年，随着一系列医改政策的推进和医药

监管新政策的实施，医药制造业的发展面临更大挑战和调整而增速放缓；在上述大环境下，公司

还受品牌美誉度受损等因素影响，虽然公司积极应对、谋新求变，但是公司经营业绩仍受到影响。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4 亿元，同比减少 19.45%，其中滴眼液产品营业收入同比

减少 31.31%；实现利润总额 3,136.07 万元，同比减少 49.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69.75万元，同比减少 49.50%。 

 

报告期内，公司在进一步提升完善和规范治理的同时，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和优化渠道建设管理，加强与重点连锁药店的深度合作，提升渠道

客户信心及满意度。进一步渠道下沉，拓展眼科专业临床市场和第三终端渠道。为增加终端覆盖

率及复购率，重点聚焦核心城市，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强化营销部门建设，引进行

业内专业人才，形成多层次营销业务支持体系。加强高层互访，与重点连锁客户保持密切沟通与

合作，持续提升终端管理水平，夯实终端基础，保持莎普爱思滴眼液在白内障药物市场的品牌地

位。以“点睛中国-关注白内障中国行”为抓手，加强白内障尤其是早期老年性白内障防治的科普

宣传工作。联合中国平安集团打造关爱老年性白内障保险“挚爱无忧”工程，实现医药跨界保险

的特定人群“保险+疾病管理”的全方位保障。加强头孢克肟产品和中成药产品的市场推广，提高

莎普爱思大药房运营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开拓和调整药品采购渠道和供货渠道；进一步优化电

商业务模式，优选合作商家和销售平台，制定个性化的营销方案，做到线上线下销售充分结合。

加强营销团队业务技能和素质培训，提升营销团队综合能力，打造一支专业服务于经销商、药店、

消费者的销售队伍。 

 

公司一直秉承“让中国人的眼睛更明亮，让中国人的晚年更幸福”的企业使命，专注社会公

益事业。公司认真恪守“以坚韧之心，坚强面对一切，坚持做到最好”的“三坚”精神，将公益

进行到底，不忘初心，为“健康中国”助力。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多场主题公



益活动，如“暖冬行动”、“一封家书”、“爱眼日宣传”、“传递微笑社区公益行”、“送戏下乡”、“亮

眼看中国公益活动”、“金色梦舞台社区行”等，专注传播白内障尤其是早期老年性白内障的防治

与眼健康知识，呼吁社会群体关爱中老年人，倡导关注中老年人的白内障情况、关注他们的眼健

康。此外公司还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舞动中国”、“中老年艺术交流盛典”等才艺表演活动，

为爱好艺术的广大中老年群众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丰富中老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用公益

的形式让中老年人的生活更幸福。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以赴做好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莎普爱思）一致性评价工作。2019 年 3 月

5 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组织召开了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莎普爱思）沟通交流会；

邀请多位全国知名专家教授就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莎普爱思）上市后临床研究方案等有关问题进

行了深入讨论，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为开展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莎普爱思）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

究奠定基础。左氧氟沙星片按化药 4 类申请注册，并获国家药监局受理。头孢克肟颗粒、头孢地

尼胶囊等项目进展顺利。仿制药醋酸钠林格注射液顺利通过了国家药监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

组织的生产现场检查。稳步推进苄达赖氨酸胶囊、新一代抗白内障药物的研发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严格执行 GMP，加强生产精细化管理，做好药品

生产全员管理，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管理体制，做好生产经营精细化管理工作，提高质量管理水平，

从原辅料、中间体到成品建立了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体系，从而保证药品安全有效、稳定可控；

合理排产安排、不断优化人员配置，进一步提升各产品的生产效率，积极开展节能降耗、开源节

流工作，使生产成本得到稳定控制。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方

针，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半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报告期内，接受了嘉兴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等组织的专项检查，均无严重缺陷。公司无因违反《药品管理法》等规定被药品监管部

门行政处罚，无重大药品质量事故，无不合格产品被质量公告。公司完成了苄达赖氨酸原料、氟

康唑氯化钠注射液、甲磺酸帕珠沙星氯化钠注射液等再注册申报。公司进一步增强诚信意识、法

制意识、质量安全意识，2018 年度按《嘉兴市药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等级评定办法》被评为

AA 级企业。 

 

报告期内，莎普爱思医药销售公司严格按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规定要求，建立了

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确定了“质量第一，服务至上，规范管理，诚信经营”的公司质量方针，

公司的质量目标为“落实 GSP，提高质量管理水平，确保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 100%，客户满意率

达到 100%”。2019 年上半年组织质量内审一次，内审结果为无严重缺陷；经营产品质量稳定，无

药品质量事故发生，无不合格产品被质量公告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以打造“百年莎药”为发展目标，继续秉持“坚韧、坚强、坚持”的企业精



神，增强企业凝聚力和战斗力。坚持以人为本，依托“莎普爱思党群服务中心”、“七大党建品牌

工作”等打造“健康党建”，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以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归属感。如利用“三坚学

堂”积极开展交通安全培训、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安全生产技术培训等；通过“莎药蓝睛邻志愿

者服务队”的示范效应，掀起志愿热潮，开展美丽厂区创建活动、志愿者助力三服务活动、社区

文明创建志愿者活动等；举办“健康大舞台”，组织员工年度文艺汇演、组织开展职工运动会等，

展现员工风采。 

 

2019 年是医药行业继续开拓进取的一年，也是公司砥砺前行的一年。公司时刻牢记“让中国

人的眼睛更明亮，让中国人的晚年更幸福”的企业使命，发扬“以坚韧之心，坚强面对一切，坚

持做到最好”的精神，正确认识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曲折，图存求变、攻坚克难、开拓创新，

以崭新姿态迎接下半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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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在原《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 号)文件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列示进行了部分调整。上述调整通知适用于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9年 4 月 30 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

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

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87,083,814.58 
应收票据 160,228,317.39 

应收账款 26,855,497.1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1,027,912.04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1,027,912.04 

 

3、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报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

公司整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于

2019 年 8月 1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4、其他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对公

司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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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德康 

日期 2019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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