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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7                               证券简称：我武生物                           公告编号：2018-041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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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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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武生物 股票代码 30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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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华  

办公地址 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志远北路 636 号  

电话 （0572）8350682  

电子信箱 invest@wolwobiotech.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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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709,503.59 165,132,855.77 3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940,262.61 78,730,064.47 3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99,102,541.29 74,501,661.44 33.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310,857.99 73,905,603.31 12.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73 0.2707 31.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73 0.2707 31.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0% 11.33%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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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041,645.90 848,311,200.92 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0,560,844.06 801,257,929.88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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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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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我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86% 113,030,073 0 质押 26,262,000 

胡赓熙 境内自然人 12.95% 37,676,689 28,257,51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其他 4.99% 14,507,753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8% 5,766,712 0   

陈健辉 境内自然人 1.78% 5,175,273 3,881,455   

王立红 境内自然人 1.73% 5,022,900 3,807,000 质押 558,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其他 1.52% 4,42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99% 2,866,5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泓德泓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7% 2,530,140 0   

曾锐 境内自然人 0.82% 2,382,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我武咨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胡赓熙、YANNI CHEN(陈燕霓)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2、陈健辉与实际控制人 YANNI CHEN(陈燕霓)为姐弟关系。 

3、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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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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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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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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主要经营指标较去年同期稳步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70.9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2.44%；营业利润12,161.4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42%；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0,394.0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02%。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18,709,503.59 165,132,855.77 32.44% 
随着脱敏治疗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

主要产品销售数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3,338,317.81 5,017,895.57 165.81% 本期半成品产量减少，成品分摊费用增加 

销售费用 69,398,068.82 56,226,435.97 23.43%   

管理费用 19,952,727.60 15,856,939.96 25.83%   

财务费用 -3,053,223.95 -1,871,513.78 -63.14% 定期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冲减财务费用 

所得税费用 18,167,558.03 14,114,054.29 28.72%   

研发投入 11,896,098.90 12,093,065.43 -1.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310,857.99 73,905,603.31 12.7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649,312.88 -125,761,247.08 230.92% 
本期对前期投资银行理财产品赎回收到

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640,000.00 -40,400,000.00 -60.00% 本期派发现金股利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3,325,321.12 -92,269,651.80 2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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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2）会计估计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 

原因：国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于不同类型的医药产品，在整个产品研发进程中遵循不同

的注册法规要求。同时，公司研发项目的推进和研发品种的不断增多，为了更加真实、客

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第三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

议决议 

2018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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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本公司治疗用药物研发项目，在I期临床结束，并获得I期临床总结报告后，开始对

该项目后续发生的研发费用进行资本化，止于III期临床结束后，申请并获得药品注册批件

与相应的GMP证书之时点。本公司体内诊断用药物研发项目，自取得临床批件后，开始对

该项目后续发生的研发费用进行资本化，止于申请并获得药品注册批件与相应的GMP证书

之时点。本公司医疗器械类研发项目，自首次取得临床试验机构出具的伦理批件后，开始

对该项目后续发生的研发费用进行资本化，止于申请并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之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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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注销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本集团合计持股比例 不再成为子公司原因 

WOLWOPHARMA(MALAYSIA)SDN BHD 马来西亚 进口、制造、零售批发药品 100% 注销 

本集团于2018年6月注销了WOLWOPHARMA(MALAYSIA)SDN BHD，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新设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本集团合计持股比例 

上海我武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医药科技、生物科技领域新药开发 100.00% 

浙江我武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干细胞采集、检测及储存、再生医学技术领域新药开发 100.00% 

上海火蝾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医药科技领域新药开发 65.00% 

 

2018年5月4日，公司设立了上海我武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5,000万元。 

2018年5月24日，公司设立了浙江我武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 

2018年6月25日，公司设立了上海火蝾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7692.3077万元。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赓熙 

 

                                                            2018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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