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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3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2021-059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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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所有董事均亲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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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成药业 股票代码 00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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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晓风 李芬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 16 号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 16 号 

电话 (0898) 68592978 (0898) 68592978 

电子信箱 yuxiaofeng@shuangchengmed.com lifen@shuangcheng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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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664,006.05 113,857,607.78 5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96,826.11 -17,054,245.87 13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323,986.04 -20,269,614.78 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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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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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8,271,445.49 -41,351,368.57 8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1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1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 -3.17%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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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612,737.32 907,677,495.31 -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2,047,442.14 492,925,341.02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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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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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86% 139,516,546 0 质押 45,150,000 

HSP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15.76% 64,915,479 0 质押 16,210,000 

赖福平 境内自然人 1.46% 6,005,500 0   

吕良丰 境内自然人 0.87% 3,588,976 0   

吴彦 境内自然人 0.61% 2,506,600 0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57% 2,367,623 0   

刘旭利 境内自然人 0.53% 2,202,500 0   

陈文宜 境内自然人 0.53% 2,188,800 0   

王成栋 境内自然人 0.51% 2,110,906 1,583,179   

JIANMING LI 境外自然人 0.49% 2,000,000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双成药业实际控制人王成栋先生直接持有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双成药

业实际控制人 Wang Yingpu 先生直接持有 HSP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100%股权；王成栋先生与 Wang Yingpu 先生为父子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控股股东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股证券账户持有 124,216,546.股外，

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300,0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139,516,546 股；公司股东吕良丰除通过普通股证券账户持有 3,043,150 股

外，还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45,826 股，

实际合计持有 3,588,976 股；公司股东徐开东除通过普通股证券账户持有 1,317,600

股外，还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50,023 股，

实际合计持有 2,36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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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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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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上半年，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我国经济形势整体保持稳定的复苏趋

势。但是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仍然加剧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对医药行业冲击巨大，药品

定价机制将彻底改变，集采情况下仿制药的销售模式将会完全不同，医药行业重新洗牌。 

判断失误、行动迟缓、研发能力差的药企将会逐步被淘汰。对公司来说既是发展的机会，

同时也是对公司经营的极大挑战，公司重点加强人力成本控制、管理制度落实、不断提升经

营班子的管理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664,006.05元，同比上涨52.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996,826.11元。 

1、研发方面及技术平台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已建成具有国际研发注册能力、集原料药与制剂仿制药开发为一

体、研发技术梯队较为完整的研发体系。在研发团队的不懈努力和生产质量等各部门的紧密

配合下，报告期内，在研项目稳步推进，依替巴肽注射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

证书。 

经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审核评定，2020年12月正式批准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展博士后工作。博士后工作站的建立

是公司科研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公司科研创新能力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生产方面 

坚持以质量为本，持续加强药品生产质量管理，保证质量体系的有效运行，报告期内公

司继续保持无安全事故、无生产事故。控股子公司宁波双成通过美国FDA CGMP检查，宁波

双成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美国FDA CGMP的要求。 

3、环保方面 

公司不断完善并严格执行环境保护制度，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增加环保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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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排污许可证要求。公司持续对污水处理工艺进行工艺优化，加强污水排放水质在线

监控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确保水质数据与海口市环境保护监察平台正常联网。对废气排放、

危险废物处置、噪声治理等均规范化管理，确保环保全面达标。  

目前公司溶剂回收项目涉及的产品乙腈和DMF生产工艺稳定，所回收的产品纯度在完全

达到回用标准的基础上，回收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为企业履行环保责任，节能减排保护环

境做出贡献。 

4、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对现有产品的销售模式不变，以维持为主；对新产品则采取转让文号或

销售权，以尽快的把产品推向市场，同时，积极开展新品种研发，尽快推出利润空间大、容

易销售的新产品，确定集采政策下的销售和市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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