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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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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朱建伟 董事 工作冲突 毛美英 

苏为科 独立董事 工作冲突 毛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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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翔药业 股票代码 0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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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洋 蒋如东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支路 100 号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支路 100 号 

电话 0576-89088166 0576-89088166 

电子信箱 stock@hisoar.com stock@hiso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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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867,441.13 1,307,832,289.16 -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注】 60,506,670.34 265,595,667.92 -7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注】 
37,793,975.42 253,524,072.02 -8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3,926,724.36 342,431,067.66 -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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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6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6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 4.79% 下降 3.7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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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4,935,705.08 7,178,568,316.07 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93,070,942.64 5,852,085,567.11 2.41% 

注：2021 年 1-6 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合计摊销 112,701,782.20 元。剔除员工持股计划摊销影响后，2021 年 1-6 月公司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978,236.25 元，同比下降 37.13%；2021 年 1-6 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265,541.33 元，同比下降 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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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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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港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22% 553,982,587 0   

王云富 境内自然人 7.34% 118,800,000 0   

浙江海翔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3.89% 63,005,888 0   

新昌勤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6% 30,070,000 0   

蔡文革 境内自然人 0.99% 15,991,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7% 15,633,575 0   

蔡冬法 境内自然人 0.86% 13,928,788 0   

陶开华 境内自然人 0.84% 13,603,373 0   

王丽英 境内自然人 0.84% 13,540,000 0   

郭旭霞 境内自然人 0.78% 12,605,84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王云富先生持有东港工贸集团 73.20%的股权，东港工贸集团持有东港投资 100.00%的股权。

王云富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18,800,000 股股份，通过东港投资间接上市公司 553,982,587

股股份，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672,782,587 股股份，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其他股东之

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新昌勤进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股 2,170,00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27,900,000 股。

2、蔡文革通过普通账户持股 96,40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15,894,600 股。3、蔡冬法通过普

通账户持股 1,502,00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12,426,788 股。4、陶开华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13,603,373 股。5、王丽英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13,540,000 股。6、郭旭霞通过普通账户持股

1,047,049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11,558,800 股。7、其他股东不存在通过信用账户持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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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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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涵盖医药、染料全产业链的综合性医化企业。医药板块业务涉及特色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仿制药的研发和

商业化生产销售，并为全球知名制药企业提供定制研发及生产服务（CMO/CDMO）。医药板块聚焦抗感染、降糖、心血管、兽

药等领域形成产品集群，以外沙厂区和川南药业两个核心厂区为基点，建有通过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官方cGMP认证的

现代化医药生产基地，拥有“中间体+原料药+制剂”全产业链一体化生产平台。染料板块业务涉及环保型活性染料及染颜料

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主要业绩驱动因素、所属行业发展情况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可参

见2020年年报。 

（二）报告期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全球疫情反复供应链受创，国内相关原辅材料供应紧张价格剧烈波动，人民币汇率持续波动，给公司业务造

成不利影响。公司积极克服阶段性困难，稳定生产经营、落实战略规划，稳步推进各项目建设，加深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加

速制剂布局，同时加强CMO/CDMO国内外合作拓展，丰富产品管线和客户群体。 

2021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89亿元，同比下降9.10%，医药板块实现销售收入6.79亿元，其中CMO/CDMO业务收入

1.15亿元，染料板块实现销售收入5.10亿元。剔除员工持股计划摊销影响后，2021年1-6月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67

亿元，同比下降37.13%，其中医药板块实现0.49亿元，染料板块实现1.18亿元。2021年上半年，影响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的

主要因素有：（1）员工持股计划摊销1.13亿元；（2）原材料价格上涨及汇率波动影响；（3）产能利用率较去年同期有所

下降。 

1、医药板块 

2021年上半年医药板块核心产品需求旺盛库存紧张，但受部分原辅料供应紧张、中间体产能爬坡影响，医药板块收入和

利润下滑，下半年公司将积极优化产能布局，扩增产量，保证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供应。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培南系列等

核心产品完善扩建上游核心中间体产能布局，无菌API车间已完成车间改造，无菌粉针剂车间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制剂

二期多剂型车间进入主体工程建设阶段，上述项目将于今明两年陆续投产，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2021年上半年公司CMO/CDMO业务实现收入1.15亿元。报告期内公司着力加强CMO/CDMO能力建设，继续深耕小分子

CMO/CDMO领域，承接跨国药企商业化产能转移，对接创新药企工艺研发和规模化生产需求。上海酶生物工程实验室、川南多

功能中试车间陆续完工并投入使用，CMO/CDMO团队结构、产能规模、服务能力等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潜在项目及客户数量

保持增长态势，与海外客户多项CMO/CDMO项目在洽谈阶段，与国内客户2项特色原料药战略合作进入商业化实施阶段。 

医药研发完成小试、中试、工艺优化项目15项，完成2种酶的小试制备和中试研究，部分产品生产成本显著降低；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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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降糖类、心血管类3个仿制药制剂品种的小试研究，目前共计9个制剂项目在研，其中部分已完成或正在开展BE试验。 

2、染料板块 

2021年上半年P-3R产品市场需求旺盛，满负荷生产，但染料板块整体销售低迷，染料整体产能利用率低于往年正常水平，

后续将积极开拓市场，同时寻求增加小品种染料销售规模。报告期内台州前进15500吨活性染料产业升级及配套项目部分完

成验收并投产，蒽醌系列新品种进入中试阶段，计划下半年实现工业化生产。公司重视品牌与质量体系建设，20个产品通过

ZDHC(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认证，品牌价值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EHS方面投入，染料板块环保投入超8000万元，并且持续提升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装备水

平，实现人员简化，改善工作环境，保障安全生产。多个厂区加快产业建设项目规划和布局，形成产品前后端发展及资源化

利用一体化产业链条，对原有环保设施优化提能，投建废水预处理车间、新增废水处理设施、新增废水日处理能力4000吨，

确保生产废水达标排放；完善废气RTO处理设施、有机废气排口VOCS及恶臭在线监测系统，提升有机废气处理效率及无机废

气多级处理能力，确保废气排放符合规范要求。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完成振港染料环保整改，完善厂区雨水建设及监测设施，

振港染料已于今年4月恢复生产，目前具备满负荷生产能力。 

3、其他事项 

公司旗下产业基金北京国信海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点布局生物制药、创新药及创新诊疗方法等生物医疗

领域，于2021年新增多个投资项目，其中： 

（1）北京中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兽用生物制品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致力于打造兽用生物制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第三方检测和新兽药注册服务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产业基金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 

（2）中科启源（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中国人群高丰度的HLA-A11相关TCR-T产品研发的企业，具备专

有的TCR筛选平台，掌握HLA-A11的TCR靶点筛选和验证技术，目前已研发布局全新的肝细胞癌和乙肝临床治疗方案，并成功

筛选10余个TCR，着手储备HBV、HPV、肺癌和头颈癌等多病种的研发布局。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 

（3）诺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新一代抗肿瘤DNA疫苗技术研发的创新企业，研发布局了靶向GPC3的DNA肿瘤

疫苗（针对肝癌及癌前病变）、靶向HPV16/18的DNA疫苗（针对已感染HPV人群、HPV导致的癌前病变和癌症）两款First in class

生物新药以及一类生物新药自体记忆性淋巴细胞注射液，后续计划启动临床IND申报工作。产业基金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 

2021年6月，公司参与投资新设台州富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专项投资于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1亿元出资，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的64.10%。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杨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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