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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3                    证券简称：振兴生化                    公告编号：2019-058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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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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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度为本公司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

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截止报告期末，2018 年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中强调事项均已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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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兴生化 股票代码 0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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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玉林 赵玉林 

办公地址 太原市晋源区长兴南街 8 号阳光城环球金融中心 3004 室 

电话 0351-7038776 

电子信箱 zxsh@czxb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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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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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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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805,328.59 426,568,232.00 -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563,427.97 66,713,211.09 1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2,431,410.51 61,405,084.19 1.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550,752.01 7,499,339.81 467.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46 0.2447 16.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46 0.2447 16.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7%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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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844,865.32 1,317,556,724.19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5,294,615.34 637,731,187.37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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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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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浙民投天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49% 74,920,360  质押 74,920,360 

深圳市航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0% 50,964,175  质押 50,621,06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7% 10,000,000    

浙江民营企业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 6,529,358  质押 6,529,358 

天津红翰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0% 5,736,200    

杭州浙民投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5% 4,217,602  质押 323,462 

程子春 境内自然人 1.28% 3,500,050    

何汝吉 境内自然人 1.24% 3,384,221    

赖源龙 境内自然人 0.93% 2,533,587    

费占军 境内自然人 0.81% 2,21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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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杭州浙民投天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民营企业联

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浙民投实业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深

圳市航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为

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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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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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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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 

（一）宏观环境概述 

2019年上半年，国产人血白蛋白在经历了2017年开始的两票制改革后的渠道去库存过程后，经过2018

年全年的调整重整，2019年开始进入了供应有序平衡，库存相对趋紧的状态，加之2019年上半年进口人血

白蛋白由于多种原因导致批签发减缓，综合因素导致了国内人血白蛋白市场的短期供应短缺和价格小幅回

升。但预估供应紧张的状况随着2019年下半年进口人血白蛋白批签发数量的逐步回升将有所缓解。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产品是全球血液制品行业的主要用药品种，但在国内还有较大的市场拓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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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关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现有适应症的用药习惯培养和海外（特别是日本等亚洲发达国家）的静注人免

疫球蛋白(pH4)适应症在国内的逐步认同，例如进入学科用药指南或临床专家共识等。 

2018年末，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有望在未来几年逐步替换部分传统破伤风抗毒

素的市场。2019年5月27日国家卫健委下发了关于印发《加快推进预防接种规范化管理工作工作方案》的

通知，明确2019年内关停原本设置在疾控中心的门诊机构，将相应的工作转入公共卫生体系，并加强各级

医疗机构公共卫生医师的配置。根据这项文件的精神，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等产品将逐步转换原本的处置

用药场景，从原本的疾控体系进入各级医院。以上两个特免产品的政策性变化，将在未来为相关适应症患

者创造更多更好的治疗机会，从而拓展市场需求。 

公司认为血液制品作为一种有明确疗效的严肃治疗用生物制品，其用药决策和用药场景均在院内，因

此，院内的学术推广是血液制品行业未来的重要共识。 

（二）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专注血液制品核心主业，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紧紧围绕“三步走”战略规划和2019年

经营计划，在确保质量第一、生产安全和监管合规的前提下，公司积极推动经营变革，清理历史遗留问题，

强化精细化管理能力，提高效率降低费用，优化产品销售结构，调整产品销售策略，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

竞争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181万元，同比下降5.8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56

万元，同比增长16.26%；公司净利率18.94%，同比提升3.73个百分点。 

（三）2019年上半年工作情况 

1、浆站与浆量 

公司持续加强对单采血浆站的管理，采取质量优先、争创效益的精细化管理模式，血浆质量指标进一

步提高，采浆量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进一步清晰各区域浆站战略定位，广西区域浆站是公司采浆的基础和

保障，山西区域浆站是未来采浆增长点，广东区域浆站未来将作为特免浆站运营，充分发挥各区域优势并

不断挖掘潜力。同时公司积极在全国范围内拓展优质浆站资源，目前已在多省份取得较大进展，不断开拓

新的浆源。 

2、产品研发 

公司持续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为企业后续发展提供保障。人凝血因子VIII已经进入上市申报阶段，

并按照CDE要求进行了发补材料的准备工作；人纤维蛋白原已经完成了临床试验，并在近期召开了临床总

结会议，目前正在积极准备上市申报材料；人凝血酶原复合物正在进行临床工作，近期已经完成了临床入

组；人纤维蛋白粘合剂是药械合一的潜力产品，适应症较广，近期已经完成了临床前准备工作，正在申报

临床试验；其他研发项目均在按照计划有序、快速推进。 

3、市场销售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产品销售结构，调整产品销售策略，驱动公司销售及利润增长。持

续优化产品销售模式，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由原先的全国总推广制，转变为以省区为单位的推广制，结合

公司积极培养自营推广队伍，进一步增加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加快销售团队建设，大力开发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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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市场覆盖率和销售能力，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强化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销售能力，与人血白蛋

白搭配销售，设立上海营销中心针对江浙沪医药行业高价值市场开展学术推广，并逐步向周边区域辐射。 

4、生产和质量管理 

产品质量是血液制品企业的生命线，公司非常重视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公司进一步加强 GMP 管理，

设立了质量监督和应急小组，做好风险排查工作，落实质量安全，规范生产管理，不断强化内控合规管理

体系建设。公司严格按照国卫医发〔2016〕66 号《关于促进单采血浆站健康发展的意见》规定，将核酸检

测作为重点项目推动，目前已顺利投入使用，一方面可将 90 天的检疫窗口期缩短至 60 天；另一方面大幅

提高了检测精度，最大程度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确保用药群众的核心利益。 

5、经营管理 

公司积极推动经营管理变革，为提高组织运营和决策效率，精简组织架构和层级，公司推动完成了上

市公司总部和广东双林两级架构合并，上市公司总部仅设置必要的职能部门，实职部门全部设置在广东双

林，服务业务发展，同时上下两级部分人员相互兼任。公司积极清理历史遗留问题，目前绝大部分已解决，

杜绝跑冒滴漏，快速甩掉了历史包袱，经营费用同比下降。强化精细化管理能力，进一步完善及优化了管

理及业务流程，加强了财务预决算管理，建立了科学、有效的绩效薪酬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

极性，创造更好的企业经营业绩。 

2019年下半年，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继续紧紧围绕“三步走”战略规划和2019年经营计划，持续深

化经营变革，强化精细化管理能力，提升价值链运营效率，加大浆站拓展及现有浆站挖掘，加快新品种研

发进度，努力完成全年经营目标，进一步夯实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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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会计政策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

会[201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

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

计准则，简称“新金融准则”。公司会计估计报告期内无变化。具体详见公司 2019 年 8 月 24 日披露的《振

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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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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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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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康药业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 日向湖南省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法院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受理，并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指定湖南天戈律师

事务所担任破产清算管理人。自 2019 年 5 月底起唯康药业公司不再受公司控制，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

围。唯康药业公司已资不抵债，剥离该非核心业务，将减少对公司的运营负担，有效改善上市公司经营和

内控管理水平。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灵谋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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