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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3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2019-046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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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于晓风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 16 号 

电话 (0898) 68592978 

电子信箱 yuxiaofeng@shuangchengmed.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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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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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7,804,707.70 176,747,825.19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560,548.35 -18,807,329.58 2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274,210.48 -29,651,312.40 21.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139,999.12 15,082,632.79 33.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3% -3.23%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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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779,612.26 1,120,245,836.67 -1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7,386,544.23 522,053,312.8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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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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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45% 139,516,546 0 质押 80,000,000 

HSP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16.03% 64,915,479 0 质押 24,500,000 

赖福平  境内自然人 1.48% 6,005,500 0  0 

许凤飞  境内自然人 0.80% 3,220,956 0  0 

刘雅杰  境内自然人 0.59% 2,380,000 0  0 

张祥林  境内自然人 0.55% 2,242,100 0  0 

王成栋  境内自然人 0.52% 2,110,906 1,583,179  0 

吴彦  境内自然人 0.52% 2,099,000 0  0 

王采勇  境内自然人 0.49% 2,000,000 0  0 

EASYWORTH INVESTMENTS 
LIMITED 

境外法人 0.38% 1,518,84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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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张祥林除通过普通股证券账户持有 1,772,300 股外，还通过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69,8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2,242,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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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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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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9年上半年，在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背景下，整个医药产业链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加

大，产业规模集中加快。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及一致性评价等政策背景下，将会给整个医药行业新的挑

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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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注射用比伐芦定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签发的“注射用比伐芦定”《药品注

册批件》，公司的注射用比伐芦定在美国发起专利挑战并且成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7,804,707.70元，同比增加0.60%，实现净利润-14,560,548.35元。 

1、研发方面及技术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1,873.51元，占营业收入的10.54%。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已建成具有国际

研发注册和专利挑战能力、集多肽原料药与制剂仿制药开发为一体、研发技术队伍梯队较为完整的研发体

系。在高水平引路人的带领、研发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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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签发的“注射用比伐芦定”《药品注册批件》，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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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了一致性评价申请；公司对注射用比伐芦定在美国专利挑战成功，并向FDA递交了正式批准申请；注

射用胸腺法新一致性评价申请已于2018年上半年递交；生长抑素原料药工艺优化已完成，注射用生长抑素

的一致性评价研发已在进行中；注射用泮托拉唑钠已基本完成一致性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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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公司获得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原料药比伐芦定《药品GMP证

书》。 

3、环保方面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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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执行排污许可证要求。公司进一步对污水处理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和工艺调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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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废气排放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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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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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要求自2019

年1月1日起在境内上市公司执行。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年 1月 1日 2019年 1月 1日 

调增前 调增后 调增前 调增后 

其他流动资产 148,562,207.70 8,584,207.70 120,478,000.00 -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9,978,000.00  120,478,000.00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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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对2018年财务报表项目

列报影响如下：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调增前   调增后   调增前   调增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7,595,749.06  36,528,832.15  

应收票据  10,343,898.80  10,343,898.80 

应收账款  37,251,850.26  26,184,933.3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786,411.02  7,406,7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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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调增前   调增后   调增前   调增后  

应付票据  2,325,821.40  2,325,821.40 

应付账款  9,460,589.62  5,080,904.05 

对2018年上半年财务报表列表影响如下： 

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增前   调增后   调增前   调增后  

管理费用 39,935,604.73 34,275,877.04 26,666,575.24 21,094,479.71 

研发费用  5,659,727.69  5,572,095.53 

减：资产减值损失 28,581.10  87,031.28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8,581.10  -87,0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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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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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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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