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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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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奥翔药业 60322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娄杭 王团团 

电话 0576-85589367 0576-85589367 

办公地址 
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

区东海第四大道5号 

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

区东海第四大道5号 

电子信箱 board@ausunpharm.com board@ausunpharm.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763,823,462.07 801,978,662.98 -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9,837,400.51 597,598,764.57 3.7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34,242.63 6,108,581.08 509.54 



营业收入 129,250,775.15 116,091,797.26 1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38,635.94 23,732,953.65 3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894,224.11 20,584,693.29 3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7 4.13 增加0.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5 2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5 26.6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53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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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郑志国 境内自然人 59.99 95,976,000 95,976,000 无 0 

LAV Bridge（Hong Kong）

Co., Limited 
境外法人 3.75 6,000,000 0 无 0 

台州奥翔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4,464,000 4,464,000 无 0 

上海礼安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2,400,000 0 无 0 

刘兵 境内自然人 1.40 2,232,000 0 无 0 

台州众翔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 2,232,000 2,232,000 无 0 

罗昌国 境内自然人 1.20 1,921,590 0 无 0 

谢定英 境内自然人 0.98 1,560,000 0 无 0 

崔亚娜 境内自然人 0.81 1,290,000 0 无 0 

周日保 境内自然人 0.70 1,116,000 1,116,000 无 0 

张华东 境内自然人 0.70 1,116,000 1,116,000 无 0 

娄杭 境内自然人 0.70 1,116,000 1,116,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郑仕兰是公司股东奥翔投资、众翔投资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且分别持有奥翔投资、众翔投资 60.6927%、

69.4737%的出资比例，郑月娥持有奥翔投资 1.1948%

的出资比例，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志国与郑仕兰、郑月

娥为兄妹关系。曾春元持有奥翔投资 2.9869%的出资

比例，曾春元与郑月娥是夫妻关系。 

LAV Bridge 的实际控制人为 YI SHI，礼安创投

的实际控制人为陈飞，两人为一致行动人，LAV 

Bridge 与礼安创投为关联股东。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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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新版医保目录、仿制药目录、医保支付价、国家重点监

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取消“药占比”、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罕见病用药、短缺药、新药审评审批

等各项医药政策密集出台，北上广深等“4+7”城市试点的药品集中采购执行细则全部落地。报告

期内，中美相互加征关税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愈演愈烈。江苏响水发生“3•21”爆炸事故后，

其化工园区众多企业停产整改，由供应短缺导致的原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已使生产成本不断增加。

在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之际，公司继续以“十三五”战略目标和年度经营目标为指引，扎实工作，

秉持“研发促进发展，大研发实现超常规快速发展”的发展理念，投入大量财力人力用于产品的

研究分析开发，以研发带动规范市场产品注册、GMP 规范管理和 EHS 建设等多项工作，紧盯国际

仿制药市场的发展前沿和需求动向，积极跟踪世界专利药品的生命周期，拓展产品研发与生产的

范围并延伸产品生产价值链，为公司的发展和业绩提供有力的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925.08 万元，同比增长 11.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103.86 万元，同比增长 30.78%。 

1.销售方面 

巩固并深化现有客户关系，按照不同客户的产品方向，供应符合相应质量标准的产品，充分

满足客户的市场需求，保证与客户的长久合作关系；积极开拓欧洲、美国、日本等市场的销售比

例；加强销售人员的团队建设，加强销售人员与客户的沟通交流，做好跟踪和培养工作，并进一

步完善销售管理流程，为公司销售规模的持续快速扩张提供后台保障。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2,925.08 万元，同比增长 11.33%。 

2.研发方面 



公司非常重视产品的研究分析开发，坚持“研发促进发展，大研发实现超常规快速发展”的

发展理念，培养建立高素质、跨领域的研发团队，保证研发的速度、质量，确保工业放大生产安

全、高效、可控，第一时间完成产品在规范市场的申报和注册。公司坚持走以引进、消化、创新

为主的自主研发道路，同时充分发挥合同定制、合作研发模式的优势以提升研发效率。合作研发

的对象主要是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能够充分发挥产、学、研互动优势。研发项目的不断

推进和创新，是公司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公司持续保持对研发的较高投入，报告期内，研发投

入 1,543.65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11.94%。 

3.生产方面 

公司持续巩固生产平台，建设高效稳定的执行团队，努力完成上半年各项生产任务。加强成

本控制，提升生产管理，推进合理化建议，扎实建立全员的成本控制意识，通过培训及考核，提

高员工的质量意识、操作技能和综合素质。通过开展 GMP 规范、工艺规程等培训，公司生产管理

严格按照现行 SOP 执行操作，引导全员的规范执行意识、产品质量意识稳步提高，促进公司发展。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报告正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之“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