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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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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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复华 600624 复华实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敏 郁智斌 

电话 021-63872288 021-638722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国权路525号复华科技楼 上海市国权路525号复华科技楼 

电子信箱 shareholder@forwardgroup.com shareholder@forward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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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067,344.70 2,604,007,322.82 -1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60,373,188.76 1,147,434,249.5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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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48,053.81 46,699,380.90 -214.24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856,967,692.00 459,670,564.40 8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664,212.31 20,223,510.92 4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213,887.74 7,600,103.26 139.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55 1.79 增加0.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33 0.0295 46.7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33 0.0295 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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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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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 国有法

人 

18.74 128,338,600 0 无 0 

上海上科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11 69,206,536 0 质押 69,202,880 

上海复旦复控科技产业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8 17,656,000 0 无 0 

邵士友 未知 0.57 3,878,100 0 无 0  

王洪廷 未知 0.32 2,200,000 0 无 0  

王为国 未知 0.29 2,011,200 0 无 0  

戚荣华 未知 0.26 1,779,879 0 无 0  

林乐民 未知 0.26 1,761,0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证上海改革发展主

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3 1,553,000 0 无 0  

陈忠 未知 0.22 1,5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的第一名股东复旦大学与其余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第二名股东上海上

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第三名股东上海复旦复控科技



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22%股权；第四名至第十名股东之间未

知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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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

较大，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经济运行依然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

发展态势。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在董事会领导下，公司经营团队认真贯彻执行“凝

心聚力，优化布局，提升管理，继续创业”的工作方针，深入研究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发展

环境，聚焦核心业务，加强市场开拓，巩固扩大了药业、软件、园区等主营业务的经营规模，实

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公司继续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内控执行力度，努力提高管理水平与

风险防控能力。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 85,696.7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6.43%，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966.4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68%。公司主营业务的具体经营情况

如下： 

 

药业：2019年上半年，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 32,013.41 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1.58%，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37.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206.55 万元，比上年

同期减少 25.25%。 

2019 年上半年，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持续深化，各项医药新政相继出台实施。

药业公司积极顺应政策变化与行业发展趋势，调整完善营销策略，聚焦重点品种，加大市场拓展

力度，药品销售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普药部门持续关注各地招标工作，深挖市场潜力，推进目标

产品的市场拓展，同时借助商业公司等平台开展多样化的推广活动，提升公司形象，普药产品销

售收入有所提升。新药部门坚持学术推广，强化销售管理，努力扩大专科用药的市场销售，在巩

固现有市场的基础上，新产品的市场开拓取得良好成效。针剂部门围绕重点品种，深入研究行业

政策，充分了解市场需求，加强客户沟通及与生产部门的衔接，做好终端客户管理和市场维护，

稳定了针剂产品的市场份额。药业公司还在采购、生产等环节中挖潜增效，加强生产精细化管理，

做好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与更新，努力提高产品得率。研发方面，根据药业公司制定的工作计划，

稳步推进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初步建立企业的药物警戒体系，完善了企业不良反



应监测管理制度。质量管理方面，进一步完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提高新版 GMP 执行能力，

提高品质保障；顺利通过片剂（含抗肿瘤药）、硬胶囊剂 GMP 再认证，取得 GMP 证书。药业公司高

度重视安全管理与环境保护，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积极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根据政府

部门最新的环保要求，有序推进减排治理工作。药业公司在行业内继续保持良好的品牌形象，2019

年 1 月，双益牌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石杉碱甲片、氟他胺片、枸橼酸他莫昔芬片、雷公藤多

苷片被评为“2018 年度上海医药行业名优产品”。 

报告期内，江苏复华药业冻干粉针剂产品技术转移及 GMP 认证工作进一步推进，完成江苏省

药监局的资料审核，目前正在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审核中。固体制剂车间着力提高员工操作

技能，确保设备正常运转；积极推进新产品的研发和引进，努力形成专业、高效的工作模式。不

断完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确保生产活动符合 GMP 要求。加强安全、环保体系建设与管理，积极

推进企业的环评竣工验收，报告期内已完成专家组的审评和现场核查、环保局的现场检查，环评

竣工验收处于自主备案的审核阶段。加强员工培训和团队建设，提升队伍素质，为正式生产奠定

良好基础。 

 

软件：2019年上半年，上海中和软件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 13,322.0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35%，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15.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9.11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

少 16.79%。 

2019 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和软件明确经营思路，充分发挥组织架构的灵

活性，提高整体效率，加强了日本、国内市场的业务开拓。对日业务方面，积极维护与主要客户

株式会社野村综合研究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稳定传统领域项目合作的基础上，努力拓展其他领

域的业务；与其他日本客户深化业务合作，巩固扩大了开发规模；上半年对日业务开发量稳中有

升，日元营业收入同比有一定的增长。国内业务方面，在保持原有客户与项目稳定的基础上，积

极开拓、跟进新的项目，日资企业国内子公司的开发项目顺利上线，并成功取得了后续业务，国

内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实现大幅增长。为了保持队伍稳定，东京支社在日招聘开发人员，充实 Onsite

体制，扩大与客户直接接触的机会；上海本部招募二十四期生，为核心开发团队培养后备力量。

为了在控制运营成本的基础上扩大开发规模，中和软件继续推进开发业务地方化发展。继 2018

年完成合肥、重庆子公司注册后，本报告期内中和软件又注册成立了西安、无锡子公司，全面完

成外地四处子公司的建立。此外，推进新技术新技能培训，加快员工知识结构的更新，强化品质

管理与信息安全教育，提升队伍的专业素质和生产效率；不断加强内部管理，控制成本费用。 

 

园区：2019年上半年，上海复华高新技术园区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华高科技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复旦复华高新技术园区（海门）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旦软件园有限公司、海门复华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合计营业收入为 39,167.46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45.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3,016.61万元。其中，海门复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 37,820.87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46.59 万元。 

2019 年以来，园区产业围绕“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奋发努力，降本增效”的经营思路，推

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复华园区公司坚持以招商工作提质增效为重点，积极探索招商服务外延模

式，内联外引构建大招商（服务）网络，加强招商团队建设，顺利完成复华园区内厂房招租任务，

园区整体租金水平稳步提升；结合安全生产工作要求，认真排摸梳理园区入驻企业情况，为进一

步提升引进企业质量、深化园区发展内涵夯实基础；积极响应客户需求，抓实做细物业管理，提

升服务品质，营造和谐有序的园区发展环境。同时在嘉定区区域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框架指引下，

以产城融合示范区为新导向，以发展智能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基础，努力拓展运营载体。报告

期内，以现有场地扩建形式，启动了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的智能制造和科技研发基地项目的

开发建设准备工作。复华园区海门公司以经济效益为核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复华园区海门园的管



理与服务上，不断提高海门园区的运营管理水平，推动入驻企业加快投产步伐。复旦软件园公司

加大招商力度，努力引进优质客户，不断完善服务与管理体系。海门房产公司按计划推进复华园

区海门园配套住宅“复华文苑”项目的交房工作，并继续做好销售工作，物业服务等工作有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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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并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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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自 2018 年 1 月 1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

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施行，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在其他境内上市企业施行。 

（1）调整 2019 年 1 月 1 日期初数：调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13,330,000.00 元；

调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10,000,000.00 元；调增“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列报：

3,330,000.00 元。 

（2）2018年 6 月 30 日“资产减值损失”：727,674.58 元；2019 年 6月 30 日“信用减值损

失”1,905,116.70 元。 

2、财政部于 2019 年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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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资

产负债表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调整“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的期初列示数： 

（1）期初“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111,125,006.14

元，现拆分调整为“应收票据”4,443,516.53 元，“应收账款”106,681,489.61 元。 

（2）期初“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178,358,261.50

元，现拆分调整为“应付票据”0 元，“应付账款”178,358,261.50 元。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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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

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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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