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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04                               证券简称：博济医药                           公告编号：2019-061 

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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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济医药 股票代码 3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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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宇萍 韦芳群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 1933号万科云广场A

栋 7 楼 

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 1933号万科云广场A

栋 7 楼 

电话 020-35647628 020-35647628 

电子信箱 board@gzboji.com board@gzboj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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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16,182.27 76,416,941.23 2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44,975.71 5,739,929.49 -4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320,038.74 4,810,558.31 -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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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61,413.83 2,542,276.04 177.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0 0.0331 -48.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0 0.0331 -48.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1% 1.41%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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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39,290.91 606,022,667.36 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4,455,480.35 412,547,766.99 0.4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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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廷春 境内自然人 37.52% 65,326,570 50,417,250 质押 12,155,000 

赵伶俐 境内自然人 8.89% 15,470,000 11,602,500   

萍乡广策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5% 3,564,990    

王刚 境内自然人 2.00% 3,481,790    

深圳前海正帆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正帆敏行 4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9% 3,298,360    

天津达晨创世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3% 2,840,000    

天津达晨盛世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 2,347,780    

郑菲 境内自然人 1.10% 1,920,220    

林焕艳 境内自然人 1.00% 1,741,480    

孙海峰 境内自然人 0.81% 1,408,6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赵伶俐系王廷春的配偶，双方为一致行动人。达晨创世、达晨盛世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

事务合伙人均为达晨财智，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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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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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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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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2019年上半年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项目顺利推进，主营业务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93,316,182.27元，同比增长22.11%；但

由于本期公司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及加大市场拓展等，以及项目整体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使得营业利润为3,356,946.80

元，同比下降39.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44,975.71元，同比下降48.69%。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合同金额约2.04

亿元，订单状况良好。 

（2）2019年上半年公司经营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如下： 

1）持续推进与政府部门的产业合作。报告期内，公司与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框架性合作协议，双

方拟在新乡高新区打造以孵化器+高端共享研发平台、制造平台和营销网络平台为核心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具体包括建设

生物医药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孵化器和CDMO生产基地，以及配套的CSO公司。上述合作对公司扩大临床前、临床研究业务

规模，并在国内科技园区输出药物研发服务平台以及CDMO基地代运营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2）不断强化公司临床研究和临床前研究服务能力。公司不断提升创新药研发服务中心的服务能力，引入多位药化、药

代、药理药效、中美双报等领域专家，具有丰富的创新药研发成功经验，致力于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创新药一体化服务。其次，

公司子公司九泰药械提供CRO服务的“火箭心”——HeartCon心室辅助装置，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两位接受人工心脏植

入的患者均超过百天，公司将持续增强在Ⅲ类高风险医疗器械、中国创新医疗器械、大型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方面的服务能力，

打造医疗器械CRO核心竞争力。临床前方面，控股子公司苏州旭辉检测有限公司在2019年全国药代动力学实验室生物样本

检测室间质量评价中再次以满分通过，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全国临床检验室间质量评价是目前国内对药代动力学实验

室室间质评的最高标准。 

3）加快博济生物医药科技园的布局。公司与广州南粤基金集团有限公司在科技园公司举行全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充

分发挥各自在大健康产业投资，以及药品、医疗器械等大健康产品研发方面的优势，共同设立创投基金，为科技园入园创

投企业提供创业投资资金支持，同时双方将在产业园区建设、医药产业政策扶持、新药研发服务等方面展开全面系统的紧

密合作，共同打造广州市增城区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推动广州市增城区大健康产业聚集化和规模化发展。 

4）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行内部培训为主、外部培训为辅的人才培养机制，提倡效率文化，推进

末位淘汰制，满足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同时，推出了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完成了本次股权激励首次授予登记工

作，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为48人，本次股权激励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

秀人才，充分调动中层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的积极性。 

5）品牌建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举办了“I期临床试验设计及实施”、“精神类药物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设计与实施”等

多场主题沙龙，参加了一系列论坛、圆桌会等学术研讨会议，与业内专家相互学习之余也提升了公司的品牌形象。作为国内

领先的CRO公司，公司荣获了“2018年度中国医药研发外包公司20强”、"2019年度中国CRO20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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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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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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统称“新 金

融工具准则”），并要求相关境内上市 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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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3）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如下：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变更前期初数 变更后期初数 变更前期初数 变更后期初数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5,112,439.02 不适用 42,082,933.80 不适用 

应收票据 不适用 300,000.00 不适用 300,000.00 

应收账款 不适用 64,812,439.02 不适用 41,782,933.8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6,081,629.78 不适用 30,307,910.07 不适用 

应付票据 不适用 - 不适用 - 

应付账款 不适用 46,081,629.78 不适用 30,307,910.0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6,651,228.00 不适用 450,000.00 不适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26,651,228.00 不适用 4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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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投资设立了控股子公司河南康立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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