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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1                           证券简称：未名医药                           公告编号：2019-034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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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名医药 股票代码 00258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万昌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立君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39 号北大生物城  

电话 010-82899370  

电子信箱 93308917@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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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601,012.35 293,779,782.55 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655,258.83 5,594,035.76 35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23,238,560.77 -254,369.66 9,2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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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565,676.13 22,872,060.70 59.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9 0.0085 35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9 0.0085 35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0.20%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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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298,670.30 4,298,453,211.03 -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87,759,470.63 2,762,104,211.80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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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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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大未名

生物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86% 177,235,124 174,016,552 

质押 175,996,072 

冻结 174,016,552 

高宝林 境内自然人 16.51% 108,927,000 0 质押 1,000,000 

王和平 境内自然人 6.62% 43,680,260 16,719,418 
质押 43,440,000 

冻结 43,680,260 

深圳三道投资

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5% 20,152,800 20,152,800 

质押 19,900,000 

冻结 20,152,800 

绍兴金晖越商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4% 13,436,350 12,438,234 

质押 13,428,066 

冻结 13,436,350 

中南成长（天津

市）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0% 11,884,457 8,423,039   

王明贤 境内自然人 1.07% 7,079,800 0   

厦门京道联萃

天和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8% 3,799,868 3,799,868   

上海金融发展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6% 3,039,894 3,039,894   

高凌云 境内自然人 0.46% 3,037,306 3,037,3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深圳三道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2、王明贤系高宝林的姐夫；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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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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山东未名生物

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 

17 未名债 112593 2022 年 09 月 24 日 80,000 6.7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29.07% 32.02% -2.9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97 2.08 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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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面临着更为严格的监管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行业增速有所下降。医保控费、两票制、全国集中

带量采购等政策陆续实施，对传统医药行业的市场格局带来巨大冲击。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落实“稳健经营，

依托金融，强势发展”的经营方针，主动适应医药环境变化和政策调整，深度推进学术推广的营销模式，加大终端开发力度，

施行精细化管理，加强资金管控，强化质量控制，基本完成了半年度工作目标。 

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299,601,012.35元，同比增长1.98%，实现营业利润35,111,553.73元，同比增长255.27%，实现利润

总额34,677,471.15元，同比增长230.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655,258.83元，同比增长358.62%。 

（一）生物医药板块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未名生物 

1、面对日益严峻的市场环境，公司统一思想、规划方法，继续围绕重点领域深化学术推广工作。在合理、合规、安全营销

的前提下，加强市场深度与广度开发，进一步提升恩经复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 

2、公司一方面继续对神经生长因子现有生产工艺进行改进，努力提高神经生长因子得率、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等。目前，新

的工艺改进已获CFDA批准，这将进一步并缩短生长周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继续对神经生长因子

进行深度开发，加快糖足、干眼等新适应症项目的推进工作。 

3、公司继续强化内部资源和信息整合，发挥协同效应，群策群力、降本增效，努力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天津未名 

1、公司一方面加强营销系统内部培训及资源整合工作，达到营销网络的全面覆盖；另一方面，由于捷扶喷雾剂产品保持了

良好快速的发展势头，在提升其销量和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公司继续大力开发新适应症。 

2、为满足市场需求，解决原有产能不足问题，今年上半年完成了技术改造和设备调试，并顺利通过了GMP认证。目前，喷

雾剂产能问题已基本解决。 

3、继续加强公司内部管控，降本增效。在保证质量合规生产的前提下，降低生产成本及管理成本，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不断优化内部管理，提升成本管控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公司毛利率水平进一步提升。 

（二）医药中间体板块 

2019年上半年，主要推进完成了以下重点工作： 

1、积极推动与合作伙伴的异地搬迁 

为推进搬迁并尽快恢复生产，本着“转型升级、搬大搬强”原则，未名天源积极谋划并多方寻求有资源、有实力、有能力的合

作伙伴进行各种形式的搬迁合作。经多方努力，2019年2月14日未名天源、淄博鲁华泓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东部化

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合资经营合同》，三方共同出资注册成立淄博鲁华天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其中鲁华泓锦控股

52%、未名天源控股43%、东部化工参股5%，新公司主要生产原甲酸三甲酯、原甲酸三乙酯、原乙酸三甲酯、亚磷酸以及

LS-01、LS-02等新产品。新公司已于2019年3月29日获得营业执照。目前企业组织机构与制度体系建设有序进行，厂区规划、

工程设计、搬迁准备、项目前期工作等进展顺利，预计2020年6月底实现达产。 

2、做好合肥未名CMO项目 

在未名集团、未名医药董事会的领导支持以及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由未名天源投资建设的北大未名合肥公司CMO项目

扎实推进，上半年先后进行了机械竣工验收、设备调试、工程收尾等，企业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3、做好现有厂区的政府协调联系等工作 

未名天源所处张店区良乡工业园地块被列入淄博市南广场改造项目的第二批搬迁范围。公司积极做好与淄博市、张店区化工

专项行动办公室、区经信局、生态环境局、安监局等部门的联系、沟通、协调等工作，及时提供有关材料，为今后搬迁建设

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维护公司利益。 

4、做好重要客户维系与市场调研等工作 

公司指定专人做好重要客户部分产品的后续服务工作，同时及时关注收集产品信息、市场行情以及竞争对手、主要客户的生

产情况，公司主要领导亲自挂帅走访市场，与先正达等主要客户保持密切联系与沟通，确保产品复产后继续深度与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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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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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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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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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