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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83                           证券简称：海特生物                           公告编号：2019-041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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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特生物 股票代码 30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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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煌 杨坤 

办公地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特科技园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特科技园 

电话 027-84599931 027-84599931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hiteck.com.cn zhengquanbu@hite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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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890,414.39 268,582,253.82 1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806,029.49 46,465,576.47 2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9,793,269.55 26,710,462.09 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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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32,837.83 32,997,755.46 -73.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4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0.4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9% 2.81%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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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247,897.96 2,155,356,658.35 -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44,815,085.08 1,699,551,638.99 2.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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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三江源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70% 40,000,000 40,000,000   

陈亚 境外自然人 9.48% 9,800,000 9,800,000   

吴洪新 境内自然人 2.90% 3,000,000 3,000,000   

武汉博肽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0% 3,000,000 3,000,000   

德同新能（上

海）股权投资

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6% 2,440,218 0   

浙江乾瞻财富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6% 2,133,000 0   

蒋仕波 境内自然人 2.00% 2,067,000 0   

孙运文 境内自然人 1.27% 1,316,541 0   

西藏君丰医药

产业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7% 1,000,000 0   

庄毅智 境内自然人 0.62% 642,09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武汉三江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陈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武汉博肽企

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庄毅智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3,096 股以外，还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609,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4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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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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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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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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以来，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医药行业承受了来自宏观调控手段的巨大冲击；从市场角度来看，

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加剧、药品价格持续下降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医药企业的发展，面对报告期内的行业形势，

公司秉承“敬畏生命、无畏创新”的企业宗旨，以市场导向、务实求进的经营理念，以海特人独有的正直、专业、感恩、进

取精神为依托，克服种种困难，为建设一个一流的生物医药企业而不懈努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8,890,414.39

元，同比增长18.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806,029.49元，同比增长20.10%。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  明确发展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完善公司产品线、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加强在新产品、新技术引进方面

加大实施力度，通过自主研发及外延式并购相结合的方式来丰富公司产品线。 

      强化医药研发外包服务（CRO）业务，通过加大研发资金投入、人员配置、营销策略等方面不断提升公司在CRO服务领

域的实力。 

      （二）加强品牌建设  

      公司不断通过学术推广、网络信息平台等方式，提升公司产品的知名度、塑造品牌的美誉度和公信力。公司已持续经

营了20多年，在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产品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口碑，产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公司主

导产品金路捷已经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销售，树立了海特生物品牌。 

      （三）加强主要产品的市场推广  

      2019年医药行业承受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巨大冲击，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加强学科建设、学术推广、灯塔计划等各种方式

提高医生对产品的理解度，加大产品覆盖面，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 

      （四）逐步推进原料药基地的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荆门原料药生产基地的建设，有序开展了项目征地、土地平整，规划设计等工作。  

      （五）加强内控管理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进一步优化公司现有组织架构，提高公司整体运营管理效率，公司内控机制建设，严格遵

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相关规定要求，细化完善股东会、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各委员会工作细

则、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等公司管理制度、规定，确保规范运作。 

      （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2019年公司开展了职业技能竞赛、 海特文化衫设计大赛、大家来找茬、征集漫画故事、文章推送、每月英文歌曲推

荐、健康管理大比拼、大型健康行等各项企业文化活动, 塑造“敬畏生命，无畏创新”的企业宗旨，践行“正直、感恩、专

业、进取”的企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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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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本会计期间新增汉瑞药业（荆门）有限公司和天津汉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纳入报表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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