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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1                   证券简称：东富龙                   公告编号：2019-029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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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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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富龙 股票代码 30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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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 金立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1509 号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1509 号 

电话 021-64909699 021-64909699 

电子信箱 dfl@tofflon.com dfl@toffl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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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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859,399.26 917,174,344.59 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227,434.53 42,940,872.09 -1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4,158,817.37 27,568,787.45 -48.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395,438.47 -8,798,475.29 1,150.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8 0.0683 -1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8 0.0683 -1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 1.43%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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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2,005,776.91 4,688,089,048.56 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39,467,190.39 3,025,719,750.95 0.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4,66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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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效东 境内自然人 61.25% 384,856,416 288,642,311   

郑效友 境内自然人 1.11% 6,962,392 5,221,794   

商吉炜 境内自然人 0.52% 3,272,245    

傅刚 境内自然人 0.49% 3,100,900    

莫常春 境内自然人 0.44% 2,794,600    

吴建新 境内自然人 0.42% 2,647,602    

梅青华 境内自然人 0.35% 2,209,688    

汪军 境内自然人 0.30% 1,899,100    

陆洋 境内自然人 0.26% 1,638,000    

张新龙 境内自然人 0.24% 1,52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郑效东先生与郑效友先生为兄弟关系。其他股东之

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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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莫常春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2,794,600 股，合计持有 2,794,600 股；公司股东吴建新通过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586,402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1,200 股，合计持有 2,647,60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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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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系统化和国际化”的战略，持续关注国内外制药行业发展情况及市

场动态，加强与欧洲制药装备企业进行先进技术的合作与交流，优化研发管理中心运行机制

和内部协同，充分调动研发体系创新活力，突破技术难点，满足全球市场需求。同时，公司

继续加强符合战略方向的中高端人才梯队建设与储备，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客户提供具

有前瞻性及竞争力的整体系统解决方案。 

无菌注射剂和原料药制药装备领域：公司充分运用核心技术、销售网络和品牌优势，大

力发展高端化、智能化的系统及总包项目，逐步提升复杂制剂系统总包和智慧药厂的交付能

力。加大力度在国际市场推广优势系统产品，提升东富龙品牌的国际市场知名度。生物工程

和口服固体制剂装备领域：通过技术的研发创新及外延式并购整合，已具备较为成熟的整体

系统解决方案能力。此外，公司打造多种独特工艺及配套设备：1）Mini KUFill是专为满足实

验室工艺研究、小批量多品种生产，应用于无菌或毒性药品生产等需求而设计的隔离系统；2）

在微球、脂质体、脂肪乳等复杂注射剂上均获得多个成功实践案例；3）打破传统的压片法生

产，实现冻干片剂从进料到成药的连续化、智能化、数字化、可视化生产；4）公司创新型的

引入VR/AR技术，搭建了“智能制造虚拟药厂”—基于增强全景虚拟现实的智能交互平台，拥

有生产制造执行系统（MES）、仓储管理系统（WMS）、质量管理系统（QMS）等系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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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实现药品生产全过程的集成，助力国内药厂真正做到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高度融

合。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着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抓住国内外市场机遇，不断满足制药客户

的需求，实现营业收入92,585.9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95%。由于公司本期研发投入以及人

工成本较上期增加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822.74万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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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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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企业会计

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四项会计准则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 

公司自 2019年 1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

业会计准则。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报告期财务报表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示

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式为“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本期应收票据金额99,047,714.29元，应收账款

金 额 504,386,708.42 元 , 上 期 应 收 票 据 金 额

132,883,334.56元，应收账款金额535,939,774.61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列式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本期金额“应付票据”6,584,047.50元，“应付账款”

金 额 406,124,945.24 元 ， 上 期 “ 应 付 票 据 ” 金 额

9,210,000.00元，“应付账款”金额394,662,605.39元。 

（2）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于非交易性权益工具

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权益工具）。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

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

须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

关财务指标。 

调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7,799,808.00元，调增“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107,799,80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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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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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效东 

                                                         2019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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