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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7                              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2019-028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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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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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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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华医药  股票代码 0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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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彩霞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梨园街

3517 号 
 

电话 0536－8553373  

电子信箱 dongmi_002107@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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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880,318.95 357,989,088.87 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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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271,588.54 37,948,031.70 -1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945,870.20 37,301,842.18 -19.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046,696.53 32,775,685.50 25.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8% 6.69%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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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470,876.74 922,375,081.54 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7,279,431.35 594,045,642.81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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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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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证万融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27% 181,341,477    

张戈 境内自然人 1.74% 6,286,720 4,715,040   

赵军 境内自然人 1.47% 5,316,834 3,987,625   

张法忠 境内自然人 1.03% 3,724,309 2,793,232   

刘增 境内自然人 0.61% 2,187,300    

谢玉玲 境内自然人 0.39% 1,411,944    

林美惠 境内自然人 0.39% 1,410,200    

冯碧群 境内自然人 0.25% 894,713    

石建军 境内自然人 0.23% 835,151    

黄秀如 境内自然人 0.23% 828,3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北京中证万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赵军、张戈、张法忠等四名发

起人股东之间，四名发起人股东与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黄秀如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28,33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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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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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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当前，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监管政策密集出台。自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国家医保局正式挂牌起，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快速落地，药品质量与控费双管齐下，医药行业整体承压。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适应新常态，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落地精细化管理，实现营业总收入41,788.0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73%。 

上半年，公司战略实施情况如下： 

1、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在企业文化的指引下，提升以基

层市场为主导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建立合规化专业学术推广模式，加大基层市场的扩展与精耕细作；二是

依托独家品种与非独家品种组合成强大的产品库、产品线、产品包，深化资源共享协同增效，推动心可舒、

骨疏康、荷丹片等主导品种实现稳步增长；三是密切与权威学会机构合作，开展专业化学术推广活动，其

中与南方会、全国特高会、东方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等合作大型学术会议6场；四是积极与相关领域专家

合作，开展循证医学研究，通过学术研究创品牌，沃华心可舒进入《稳定性冠心病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专

家共识》，发表1篇《心可舒片对冠心病患者抑郁和焦虑症状临床研究》SCI文章。 

2、研发方面 

为确保公司主导产品可以得到强有力的临床学术支持，早日突破新品种销量瓶颈，公司药品研发资金

每年都有较大投入。报告期内公司获得2项发明专利证书，2项正在申报的医药专利项目。研发项目主要围

绕核心产品心可舒片、脑血疏口服液、通络化痰胶囊、参枝苓口服液、骨疏康颗粒（胶囊）、荷丹片等开

展上市后再评价研究、关键工艺提升研究、产品质量控制体系研究等。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2019年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建设资金项目”等项目已获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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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构立项，目前按照既定计划顺利实施，通络化痰胶囊完成药品注册标准修订，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3、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保供应、保质量、保安全、保稳定、降成本”持续优化工厂生产质量管理。首

先，通过加强产销衔接，精细化生产计划编制和生产过程跟踪调度，提升了生产计划管理水平，确保了产

品的市场需求；其次，强化质量监督与车间QC职能，提高质量控制、现场与生产管理水平，通过内训与外

训相结合的方式加强质量与生产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不断优化覆盖产品全生产周期的质量保证体系，

严格把关各环节质量控制点，确保产品合格率100%；最后，落地精细化管理，层层分解各类指标并落地考

核制度，优化控制备品耗材、能源使用等，严格把关费用审核，降低各项费用，同时规范采购职能，控制

并合理降低采购成本。 

4、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带领下，董事长亲力亲为，要求全体员工围绕核心使命、核心价值观，依托核

心战略、组织架构和管理工具，通过审核精细化，确保做对的事，把对的事做好，推动公司整体精细化管

理水平不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为了培养全面、专业的管理队伍，沃华工厂

优化选人用人机制及管理流程，完成全员竞聘，各级管理人员重新竞聘上岗，亲力亲为践行精细化管理；

第二、公司设立了审核会机制，以审核为抓手落地精细化管理，各级管理人员切实审查每一件事项、核定

每一笔费用，做对的事，把对的事做好；第三、以审核案例为判例，公司进行了持续梳理制度、流程、模

板，继续推动“管理制度化、制度表格化、表格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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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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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关规

定，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报进行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

目；（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利润表：（1）将“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2）将“减：

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3、其他：（1）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

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2）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

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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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

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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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设立方式取得1家子公司，为北京誉有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丙贤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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