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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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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鲁抗医药 6007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立新 包强明 

电话 0537-2983174 0537-2983060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宁高新区德源路88号 山东省济宁高新区德源路88号 

电子信箱 tlx600789@163.com qmbao@yahoo.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7,157,521,643.48 7,089,268,238.84 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251,855,640.90 3,021,159,128.79 7.64 

 本报告期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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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1,147.69 91,140,543.68 -96.02 



营业收入 1,998,974,955.67 1,853,115,369.55 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8,411,887.12 81,708,391.92 17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157,388.37 67,987,696.47 -9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29 2.75 增加4.5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95 0.0928 179.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71 0.0928 177.0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2,29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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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12 185,896,620   无   

华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9 28,108,107 28,108,107 无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19 19,308,108   未知   

王志波 境内自然人 0.47 4,096,738   未知   

财通基金－中国银行－财通

基金－富春创益定增 4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0 3,513,513   未知   

吴洋 境内自然人 0.30 2,604,800   未知   

苗文政 境内自然人 0.23 2,022,000   未知   

济南国惠兴鲁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3 2,000,000   未知   

郑家朝 境内自然人 0.22 1,913,300   未知   

曲凯贤 境内自然人 0.19 1,675,8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华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

股东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知其他

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

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变更日期 2020年 3月 10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3 月 11 日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2020 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及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公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复工复产，围绕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全体员工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努力克服市场需求减

少、物流运输不畅、原材料供应不足等疫情影响， 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保持了生产经营的基本稳

定。公司 1-6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9.99 亿元，同比增长 7.87%；实现利润总额 2.42 亿元，同比增

长 149.48%。 

1、应对市场变化，保持生产经营的基本稳定 

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原材料采购、物流不畅，公司制剂产品产量、价格出现双降，原材料

成本上升，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下降了 8.44 个百分点。公司加强精细化管理，推行全时工作

法提高劳动效率；通过销售渠道融合、做好带量采购供应、促进新品增量等一系列措施对冲减利

因素。同时积极争取国家惠企政策，取得国家疫情低利率贷款 2 亿元，补充了流动资金，降低了

成本费用。 

2、抓好循环经济建设，园区运行取得新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 6 个规格的有机肥料正式登记证，实现了菌渣处置资源化和有机肥生产合

规化，上半年节省委托处置费用 700 余万元。多措并举降低动力成本，通过节能型空压机的使用、

更换节能搅拌、固废处理降成本等措施，实现园区经济运行。持续做好“跨省直供电”交易、减免

高可靠性费用、疫情用电政策争取等工作。 

3、加快在建项目进度，确保如期达产达效 

上半年共有 5 个在建项目，SS09 项目 6 月按期建成投产， 7 月达到满负荷；SS01-01 项目 7

月建成投产。SS10 项目预计 10 月建成投产。SY22 项目预计 8 月建成投产。邹城园区配套动力三

期项目处于收尾阶段，原料事业部溶媒回收升级改造项目已经进入机电安装阶段。以上项目建成

后预计增加年度收入 2 亿元。 

4、有序推进科技研发，提高公司创新能力 

通过加强项目管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内外部建立项目研发周报、月报、异常直报制度，

加快药品研发进度。加大省平台对外合作，对在研及拟立项项目根据集采价格进行成本核算对标，



确保上市后的竞争能力。重点推进研发模式从委托到自研的转变；根据委托项目的研发实力、协

作配合度、进度管控、质量管控等对合同单位分级，建立优选及淘汰机制，降低研发风险、提高

研发效率和成功率；利用新研发基地的良好条件，加强对外的交流和学习，全面提高研发人员素

质和能力。上半年公司有 17 个仿制药项目在研。原料药正在进行 5 个品种的工艺变更。一致性评

价工作继续推进，上半年公司产品头孢拉定胶囊（0.25g）、阿莫西林颗粒（0.125g）以及蒙脱石散

（3g）通过了一致性评价。获专利授权 14 项，其中发明专利 3 项。 

5、加强生命线工程建设，夯实企业管理基础 

公司按照强化“生命线工程”的要求，全面落实生命线工程主体责任，重点抓好制度建设、

风险防控、隐患排查、教育培训等，安全、环保、质量、研发一体抓。迎接上级关于生命线工程

的调研、检查、核查 70 余次，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月”“质量月”活动，没有出现大的环保、安全、

质量问题和事故，保证了企业稳定运行。建立了具有鲁抗特色的过程安全管控模型，从设备、工

艺、系统、人员、操作、管理六个方面强化公司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安全管理，进一步完善了公

司安全管理体系，安全事故为零。 

（二）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国内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药品管理政策方面，贯彻落实《药品生产监

督管理办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全面推进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完善上市许可持有人(MAH)主

体责任及相关制度等，大量符合条件的药物可通过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审批、

特别审批四个加快通道获批上市。药品一致性评价政策方面，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开展化学药

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也从口服固体制剂逐渐过

度到注射剂领域，通过结构性的政策调整鼓励创新、提高质量、淘汰落后产能。医药行业的供给

端、需求端及支付端大量政策出台，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效应进一步产生积极的结果，

结构性调整成为医药行业各领域的主旋律。 

（三）下半年工作重点 

1、坚持“四个并重”原则，加快产品结构调整 

利用新的研发平台拓展研发通道。公司新建了研发平台，包括：山东省工业生物技术产业转

化平台、新建研发中心、制剂中试车间、合成中试车间、兽农中试车间等，既能保障产品一致性

评价的顺利进行，又有效提升了新产品研发能力。继续推进创新药研发，加快仿制药研发进度。

推进在研产品报批和原料产业化，进一步强化在研原料产业化攻关，通过技术提升取得成本优势。

加大仿制药原料药的攻关力度，确保仿制药商业化后具备带量采购的成本优势。 

2、推行渠道融合，加快模式调整 

渠道融合是应对当前市场面临疫情及销售淡季叠加影响的有力措施，在保证公司制剂事业部

产品销售的同时，销售资源向子公司赛特公司和青海大地公司倾斜，增加“非抗”产品的销售量。

进一步提升业务人员的市场开发能力，强化赛特公司和青海大地公司销售区域布局，优化客户结

构，实施增加控销外渠道（含线上销售渠道）的营销方案，促进醋酸钙颗粒等新产品上量。 

3、按照“五降五提”的总要求，继续做好降本降费增效工作 

按照 “五降五提”工作部署和“突出加快解决动力成本问题，系统降低邹城园区和高新园区运

行成本、人工成本，决心要大、措施要硬、速度要快，务必打赢成本翻身仗”的要求，全面落实园

区经济运行措施，确保节能型设备应用、固废处理降成本、0501 项目扩产等达到年度目标。继续



做好数字化、信息化提升，加大技术提升改进降低运行成本力度。落实推进生产车间数字化建设

的指导意见，通过推进数字化建设，提升生产车间自动化水平。 

4、编制好“十四五”规划，为公司发展谋篇布局 

三季度完成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的编制，为公司下步发展谋篇布局。“十四五”期间，公

司将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立足“两大园区”做精、做强、做大“三个板块”，实施

“四个结构调整”，全面实现“四个突破与提升”。通过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扩张相结合，利用“两

大园区”和资本市场，快速做大企业规模。 

5、继续推进三项制度改革，提升抗风险能力 

把三项制度改革作为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的重点工作，按照公司确定的改革任务配档表逐项

推进落实。对不能履职人员、违反纪律人员持续清理和淘汰，做到人员能进能出。根据各单位生

产情况，使收入更紧密地和贡献挂钩，做到收入能增能减。加快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在合适的

工艺和操作流程上实施数字化、自动化改造，以提升劳动效率。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对于首次执行新

收入准则：当年年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公司予以简化处理，未按照新收入准则第八条规定进

行追溯调整，而是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

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

（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母公司或子公司在境外上市且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

则编制其境外财务报表的企业，可以提前执行本准则，但不应早于其同时执行财政部 2017 年 3

月 31 日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 2017 年 7 月 5 日印发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日期。  

根据上述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并经公司九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批准会计政策变更。上述变更对公司的具体影响详见 第十节财务报

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