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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8                           证券简称：双鹭药业                           公告编号：2021-034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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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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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鹭药业 股票代码 00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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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淑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69 号碧桐园 1 号楼  

电话 010-88627635  

电子信箱 lsj@slpharm.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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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528,861.78 537,160,384.28 1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1,542,569.42 196,780,273.81 5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9,052,585.63 85,526,905.37 74.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6,523,548.28 60,194,221.58 226.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35 0.1915 53.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35 0.1915 53.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8% 4.01%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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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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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3,073,945.67 5,394,828,767.77 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72,522,307.03 4,974,606,534.39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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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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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徐明波 
境内自然

人 
22.63% 232,456,307 174,342,230   

新乡白鹭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00% 174,621,746 0 质押 41,500,000 

郭彦超 
境内自然

人 
0.79% 8,104,400 0   

汪滨 
境内自然

人 
0.71% 7,313,3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8% 6,979,183 0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回购专用

账户 

其他 0.58% 6,000,000 0   

金燕 
境内自然

人 
0.58% 5,909,700 0   

华夏基金－农

业银行-华夏中

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57% 5,876,550 0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57% 5,808,900 0   

易方达基金－

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 

其他 0.56% 5,727,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为徐明波先生、第二大股东为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

述两大股东同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八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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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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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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经营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认真落实，积极抓住招标政策和市场变化带来的机会，重点产品替

莫唑胺在国家第四批集中招标采购中成功入选。面对重点产品复合辅酶、胸腺五肽上半年销量同比继续大幅下滑的不利影响，

公司继续对重点产品和新产品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公司四个基因工程产品、替莫唑胺胶囊、来那度胺胶囊、注射用三氧化二

砷、注射用生长抑素、奥硝唑注射液等均保持了良好增长。受集中招标采购政策影响，阿德福韦酯片和胶囊、替米沙坦片、

氯雷他定分散片、多西他赛注射液等产品受到一定的冲击。报告期内，公司投资的多个项目陆续进入收获期，稳定持续的投

资收益较好地弥补了 2 个重点产品被全面调出医保带来的不利影响。参股公司首药控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申请通过上市委审核。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新产品上市进程，利伐沙班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达格列净片、

阿加曲班注射液提交了上市申请，多西他赛注射液完成一致性评价并提交了注册申请，德谷胰岛素注射液提交了临床注册申

请。 

公司奥司他韦胶囊、注射用吉西他滨、伏格列波糖片已于近期提交了上市申请，替米沙坦片提交了一致性评价注册申请，

长效 GLP-1 及 DT-678 提交了临床注册申请。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452.8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26%；营业利润33,542.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0.54%；

实现净利润 30,154.26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3.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05.26 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74.28%。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6.26%，主要系产品的销售收入增加所致；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140.57%，主要系报

告期加大对研发项目投入所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226.48%，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增加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87.93%，主要系上年同期对外投资支付的现金较大所致；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571.89%，主要系报告期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增长

149.62%，主要系报告期经营活动、筹资活动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重要事项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1 年 8 月 3 日发布《科创板上市委 2021 年第 53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公司参股公司首药控股（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目前首药控股正等待进一步落实相关事项并履行证监

会注册程序。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4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参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通过上市委审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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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明波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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