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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19-035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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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琚制药 股票代码 00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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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王伟 陈伟萍 

办公地址 
浙江省仙居县福应街道现代工业集聚区丰

溪西路 15 号 

浙江省仙居县福应街道现代工业集聚区丰

溪西路 15 号 

电话 0576-87730127 0576-87731138 

电子信箱 dmb@xjpharma.com dmb@xjpharma.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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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750,579.21 1,758,815,023.25 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3,705,966.92 123,302,397.70 4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3,394,977.46 115,656,689.67 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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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8,701,041.02 86,666,970.86 302.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3 4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3 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6% 5.15%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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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3,727,916.08 5,443,275,372.92 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23,305,590.56 2,631,668,611.96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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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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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居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5% 197,488,304    

金敬德 境内自然人 4.91% 45,004,804  质押 34,000,000 

李勤俭 境内自然人 2.78% 25,429,88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2% 18,489,900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

汇添富－仙琚制药－定增

盛世 45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01% 18,438,740    

杭州九鸿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 17,687,851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 16,269,06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聚优价值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5% 16,000,000    

齐鲁证券资管－民生银行

－齐鲁民生 2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62% 14,810,665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其他 1.60% 14,653,3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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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按照既定战略及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积极推进各项工作，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夯实核心竞争

力，保障公司实现经营业绩的稳定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5,975.06万元，同比增长5.74%；实现利润总额

24,603.67万元，同比增长37.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370.60万元，同比增长40.88%。 

公司主营营业收入18.50亿元，同比增长5.47%。制剂销售收入9.42亿元，其中制剂自营产品销售收入8.92亿元，同比增

长10%；医药拓展部制剂销售收入0.5亿元，同比下降30%。原料药及中间体销售收入9.18亿元，其中主要甾体激素类原料药

销售收入4.98亿元，海盛制药销售收入1.29亿元，意大利Newchem公司销售收入2.91亿元。 

公司主要制剂自营产品销售收入按治疗领域划分：妇科计生类制剂产品销售收入2.6亿元，同比增长8%；麻醉肌松类制

剂产品销售收入2.3亿元，同比增长18%；呼吸类制剂产品销售收入1.15亿元，同比增长58%；皮肤科制剂产品销售收入0.67

亿元，同比增长31%；普药制剂产品销售收入1.7亿元，同比减少6%，综合招商产品0.33亿元，同比减少11%，其他外购代理

产品0.17亿元，同比减少29%。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有： 

1、市场开发与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医药行业环境剧变，围绕战略目标，积极推进营销队伍新能力构建，不断完善销售平台能力升级。

制剂产品销售，针对妇科、麻醉等产品线，加强品牌建设，确保产品销售的稳步增长。OTC产品销售通过整合资源，丰富

OTC品类，通过全国大连锁和地区连锁终端的市场推广活动，提高OTC产品的终端销售能力。明确招商战略地位，健全招商

管理机制，通过精细化招商管理，提高招商产品在终端的覆盖率。重视各省市招投标的情况，确保公司重点品种的中标率。

进一步优化销售费用预算管理，对费用申请流程增加前置预算审核，保证费用使用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原料药销售以市场为

导向，整合公司内部力量，寻求合作契机，积极开拓国际高端市场，提升销量。 

2、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开展制剂研发体系和能力的构建工作，公司通过引入研发团队，统筹仙居和杭州两个研究基地，快

速提升研发能力；积极推进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公司已开展一致性评价品种15个，目前已有罗库溴铵注射液、非那雄胺片、

米索前列醇片等三个品种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标志着这三个品种一致性评价工作进入了审评阶段，公

司将积极推进后续相关工作，如顺利通过一致性评价将增加市场竞争力。一类新药奥美克松钠正在进行IIb第一阶段研究；

苯磺顺阿曲库铵、注射用苯磺顺阿曲库铵、黄体酮等37只产品获得再注册批件；“一种利用微生物转化制备宝丹酮的方法”、

“替勃龙中间体的制备”、“一种制备倍他米松中间体的方法”、“一种制备地塞中间体的方法”等4项发明专利申请获得受理。 

3、生产与质量管理方面 

公司持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全面推行过程管理合规化，确保各生产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全面执行GMP管理，

严把药品质量控制关，形成具有强竞争力的质保体系；积极开展质量标准研究、工艺技术改进工作，全面保证产品质量。报

告期内，公司共接受客户审计32次；出口欧盟药品证明书检查1次，中国药政机构日常监督检查2次，杨府原料药厂区首批13

只原料药产品接受GMP现场认证，并于2019年8月5日获得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城南厂区获得

了印度药监局颁发的泼尼松龙、地塞米松、地塞米松磷酸钠、炔诺酮、米非司酮和黄体酮等6个产品的再注册证书；杨府原

药厂区获日本工厂注册证；台州仙琚药业获得了欧盟EDQM颁发的泼尼松CEP证书，醋酸甲地孕酮和罗库溴铵场地变更至台

州仙琚获EDQM批准。 

4、对外投资及项目进展方面 

报告期内，梓铭基因公司增加实收资本金600万元，公司按出资比例，实缴出资240万元。整合剥离子公司股权，进一步

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转让子公司杭州哼哈口腔医院100%股权，已于4月份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出资681.56

万元收购能可爱心公司自然人持有的38.5%的股权和杭州太平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能可爱心公司1.5%的股权，已于4

月份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出资504.35万元收购仙琚置业公司自然人持有的10%股权，仙琚置业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杨

府原料药新厂区项目的主体建设已基本全部收尾，目前着手准备安全评价验收和第二批产品的GMP认证工作。 

5、内部基础管理及规范运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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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优化制度流程，持续夯实内部基础管理，人力资源方面从规划和盘点入手，全方位优化任职资格和后备

人才计划；人才培养方面通过岗前培训、管理开发培训、专业技能培训、职业化素养培训等方面提升了公司中基层管理者和

技术骨干的综合实力；优化激励和薪酬留住和吸收优秀人才。进一步完善了财务管理体系，提高预算管控能力和资金运行效

率；不断健全、完善内控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的稳步发展奠定基础。继续强化内部审计监督管理职能，在工程造价、

招标、采购、结算等关键环节采取“背对背”或提请第三方审核等方式起到了“降本增效”的作用。在合同审核中坚持采用标准

合同模板，提高了合同签订的合规性，大大降低了合同违约和合同纠纷的风险。同时已基本督促完成了城南厂区搬迁的资产

盘点工作，为后续公司的资产管控提供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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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影响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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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

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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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和该 通知的要求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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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

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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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宇松                                                                                                                                    

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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