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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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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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法沪 因工作原因 陈志刚 

独立董事 金涛 因工作原因 陈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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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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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意药业 60381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柯泽慧 陈雪琴 

电话 021-33283295 021-33283295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申虹路988弄富

力悦都20幢9号7层 

上海市闵行区申虹路988弄富

力悦都20幢9号7层 

电子信箱 office@chengyipharma.com office@chengyiphar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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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870,110.94 815,987,378.46 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93,439,031.21 660,794,696.55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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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07,291.43 71,590,244.17 57.85 

营业收入 338,950,649.09 251,511,927.99 3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8,272,153.39 45,011,984.69 5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9,336,762.00 45,077,579.77 31.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91 7.31 增加2.6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7 0.53 7.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7 0.53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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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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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贻意 境内自

然人 

29.40 35,070,000 35,070,000 无 0 

苏州夏启中原九鼎医药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54 6,602,651   无 0 

颜茂林 境内自

然人 

3.87 4,620,000   无 0 

庄小萍 境内自

然人 

3.52 4,200,000   质押 3,360,000 

岑均达 境内自

然人 

2.46 2,940,000   无 0 

任秉钧 境内自

然人 

2.34 2,792,720   无 0 

沈爱兰 境内自

然人 

2.28 2,716,000   无 0 

柯泽慧 境内自 2.25 2,688,000 2,688,000 质押 820,000 



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1.86 2,212,998   无 0 

茆利平 境内自

然人 

1.68 2,00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颜贻意为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柯泽慧是颜贻意的外甥女，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流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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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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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政策机遇，锐意改革创新。随着两票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公立医院

改革、4+7 带量集采等方面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推进，公司董事会与经营管理层深入研究国家政

策，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开拓渠道不断填补市场空白点；细分市场精耕细作；进一步扩大产品销

售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多措并举，促使公司上半年业绩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895.06 万元，较上年增长 34.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6827.2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1.68%。 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耕营销网络建设，继续加强市场营销网络的广度和深度，精选各级区

域经销商，做好经销商的维护和管理；公司持续加大重点制剂产品的销售力度，对主产品盐酸氨

基葡萄糖胶囊等不断做深做细产品的学术推广与企业品牌，通过提供专业化的学术推广服务，充

分实现产品学术、临床治疗和商业模式等多层面合作，持续开展产品价值链的分析和优化工作。

积极参与医药招标省份的招投标工作，公司主产品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已在大部分省份中标。同

时，强化对各地经销商的管理，加强对终端医疗机构及国内大型连锁药店的跟踪和服务，加大市

场的风险管控，实行公司销售的可持续增长。此外，公司继续以上海虹桥核心商务区为依托，通

过上海组建营销中心，吸引更多优秀营销人才，打造一支适应市场变化的营销团队，建立更加强

大的覆盖全球的销售网络，加快公司营销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生产方面 



公司始终践行“质量第一”的药品生产理念，实施全过程质量管理，将药品质量落实到从物

料采购、生产、检验、储存、运输等各个环节，强化风险过程控制，保持 GMP 常态化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对原辅料供应商进行专项审计，强化物料供应商现场管理，从源头上保

证产品质量；持续开展 GMP 培训，全面推行质量风险管理，通过供应商审计、偏差变更管理、生

产过程中间监控、设备设施优化等手段，不断强化 GMP 管理；根据公司市场营销需求，合理安排

各车间生产作业，安全、环保、高质量地完成生产任务。 

三、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的药品注册申报和临床研究工作有序推进。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有 20多个

品规新产品在研；有 1 个品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有 1 个品种补充资料已上报国家药审中心审评

中；有 4个口服固体制剂品种已申报国家药审中心受理审评中；有 3个口服固体制剂品种和 4个

小容量注射液正在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获原料药氨肽素、硫酸软

骨素钠备案登记号。另已获得药品批准文号的氨肽素片、硫酸软骨素钠片，主要治疗领域为心血

管系统等，临床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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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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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通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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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 2019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自 2019 年半年度报告起按

照财会[2019]6 号的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6 号的规定，公司自 2019 年半年度报告起按照财会[2019]6 号相关要求进

行财务报表的披露。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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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