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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1                           证券简称：佐力药业                           公告编号：2019-050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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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力药业 股票代码 30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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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超一 周敏 

办公地址 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志远北路 388 号 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志远北路 388 号 

电话 0572-8281383 0572-8281383 

电子信箱 zhengcy@zuoli.com zhoum@zuo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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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544,597.64 391,866,543.35 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512,076.56 34,507,051.07 -2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5,151,769.73 29,958,245.99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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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768,267.01 -3,780,866.27 1,389.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2 0.0567 -2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2 0.0567 -2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2.52%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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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9,895,926.84 2,113,803,493.39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14,771,012.37 1,291,564,348.15 1.8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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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有强 境内自然人 28.46% 173,187,284 129,890,463 质押 142,187,272 

德清县乌灵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1% 23,216,652 0   

长城国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8% 12,632,395 0   

长信基金－工商

银行－长信－朗

程－工行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6% 10,113,074 0   

董弘宇 境内自然人 1.40% 8,521,591 6,391,193 质押 6,391,193 

王可方 境内自然人 1.35% 8,200,000 0   

巩和国 境内自然人 1.15% 6,990,700 0   

郭品洁 境内自然人 1.03% 6,280,000 0   

陈宛如 境内自然人 0.75% 4,544,100 3,408,075   

李小娟 境内自然人 0.33% 2,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股东陈宛如女士与董弘宇先生为母子关系；德清县乌灵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公司非公开发行对象之一，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骨干员工及其他出资人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为公司关联方；

股东王可方和郭品洁为夫妻，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焦雪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9,900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92,433 股，合计持有 1,91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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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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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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立足于药用真菌生物发酵技术生产中药产品，目前主要从事药用真菌系列产品、中药饮片及中药配方颗粒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 

1、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序号 药品名称 功能主治/适应症 备注 

1 乌灵胶囊 补肾健脑，养心安神；用于心肾不交所致的失眠、健忘、心 

悸心烦、神疲乏力、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少气懒言、脉细 

或沉无力；神经衰弱见上述证候者。 

国家医保甲类，中药保

护品种，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品种 

2 灵莲花颗粒 养阴安神，交通心肾。用于围绝经期综合征、中医辨证属于心肾不交

者，症见烘热汗出、失眠、心烦不宁、心悸、多梦易惊、头晕耳鸣、

腰腿酸痛、大便干燥、舌红苔薄、脉细弦。 

 

中药保护品种 

3 灵泽片 益肾活血，散结利水。用于良性前列腺增生肾虚血瘀湿阻证出现的尿

频，排尿困难，尿线变细，淋漓不尽，腰膝酸软等症。 

国家医保乙类，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品种 

4 百令片 补肺肾，益精气。用于肺肾两虚引起的咳嗽、气喘、腰背酸 

痛；慢性支气管炎的辅助治疗。 

国家医保乙类，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品种 

5 中药饮片 中药材按中医药理论、经过加工炮制后的中药，可直接用于中医临床。 国家医保 

6 中药配方颗粒 其性味功效与原中药饮片一致，供中医临床配方使用  

2、公司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公司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制订生产计划。每个月定期召开生产调度专题会，

对当月的销售、生产、物料采购、库存、质量管理等情况进行分析，根据销售部门下两个月的计划，结合产品特点及库存情

况，确定下个月的生产计划。生产部根据生产调度专题会议纪要安排生产任务，车间根据生产计划按GMP规范组织生产。

生产部负责具体产品的生产流程管理，质量技术部负责对生产过程的各项关键质量控制点和工艺纪律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原、

辅、包装材料、中间体、半成品、成品的质量检验及生产质量评价。 

（2）采购模式 

乌灵系列产品、中药配方颗粒由母公司佐力药业生产，由公司物料管理部统一负责原料、辅料、内包材、外包材的采购

供应。物料管理部根据生产调度专题会确定的生产计划，结合库存量，保证生产所需并留有一定的安全库存，安排每个月的

http://baike.so.com/doc/4233768-4435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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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采购品种与采购数量。物料管理部与质量技术部负责供应商筛选和审计，从选择供应商开始严格把关，经过现场审查后，

选择实力雄厚、资质好的企业作为公司的合作伙伴，按年度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采购物料入库之前，先在仓库办理寄库，

发出请验单，质量技术部取样检测并出具合格检测报告后正式入库。百令片由控股子公司珠峰药业生产，主要原材料为发酵

冬虫夏草菌粉，向珠峰原料公司采购。中药饮片系列由控股子公司佐力百草中药生产。佐力百草中药采购中心依据市场需求

和库存情况统一负责原药材的采购供应。采购中心按货比三家和定点收购（道地药材）的方式，会同质量部对供应商进行质

量体系及质量保证能力进行评估，严格筛选供应商，并建立合格供应商档案。佐力百草中药每年组织采购中心、质量部、生

产部及仓储部门对供应商及其药材进行进货质量评审，控制采购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对发现的质量问题及时加以改进，降低

采购风险，评审结论作为制订下一年采购计划的重要依据。 

（3）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以自营、招商和OTC相结合的销售模式，自营团队主要进行终端开发和专业化学术推广，保证患者（也是消费

者）顺利使用产品，并最终推动销售过程的顺利完成；代理事业部以自营主导下的招商模式即精细化招商的方式来补充自营

团队未能覆盖的医院终端，与自营团队形成良性互动，与此同时，通过省代模式填补市场空白；OTC团队开展产品推广策略，

加快连锁大药房覆盖。中药饮片系列以煎药服务为保障，主要通过佐力百草医药销售到医院中药房、中医门诊部等医疗机构。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药品的使用与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医药的需求相对刚性和稳定，使得医药行业成为弱周期性行业。随着生活水

平的大幅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转变，人们的健康意识整体增强，健康需求由单一的医疗服务向疾病预防、保健和康复等多

元化服务转变；快速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使群众对健康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迅猛增长；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

善，进一步释放了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从中长期来看，医药行业将保持着稳健增长，发展空间巨大。2019年以来，国家相

继发布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等文件，对医药行业

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立足于药用真菌生物发酵技术生产中药，乌灵系列和百令系列为公司核心产品。乌灵胶囊、灵泽片、百令片进入2018

年版国家基药目录，在国家推进分级诊疗的大趋势下，有利于进一步拓展覆盖县级医院、社区乡镇卫生院，满足基层医疗市

场需求。2018年度中国非处方药生产企业综合统计排名中，本公司排名第55位；2018年度中国非处方药产品综合统计排名（中

成药）中，乌灵胶囊在头痛失眠类排名中位列第2位，百令片在补益类排名中位列第11位。2018年在中国重点城市公立医院

中成药终端安神补脑药产品排名中乌灵胶囊位居首位，占23.07%。公司积极布局和拓展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业务，探

索精准医疗、细胞免疫治疗领域。公司将聚焦主业，整合资源，提升市场优势，提高在医药行业的影响力和地位，实现公司

可持续发展。 

(三)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854.4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36% ；实现利润总额2831.3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5.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51.21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0.27%。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因素包括：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乌灵系列、百令系列销售收入有所增长，中药饮片系列产品销售收入有所下降；同时，为

抓住乌灵胶囊等产品进入基药目录的机会，加快在基层医疗机构的市场覆盖，公司适当加大了市场开发投入； 

2、报告期内，公司收回了德清医院部分投资款及利息费用共计4,300万元，增加了当期利息收入310.95万元； 

3、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236.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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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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等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根据衔接规定，企业无需按照金

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公司自 2019 年开始变更会计政策，并自 2019 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

披露，不追溯调整 2018 年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由于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 2019 

年度半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数减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165,700,000.00 元，增加“其他权益工具投资”229,675,000.00 

元，增加“递延所得税负债”15,993,750.00元，增加“其他综合收益”44,384,575.50元，增加“少数股东权益”3,596,674.50

元。以上的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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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涛 

                                                                                        2019年8月22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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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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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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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