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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8                           证券简称：双鹭药业                           公告编号：2018-043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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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鹭药业 股票代码 00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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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淑洁 赵霞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69 号碧桐园一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69 号碧桐园一号楼 

电话 010-88627635 010-88627635 

电子信箱 lsj@slpharm.com.cn zhaoxia@slphar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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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80,728,409.85 466,111,063.13 11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0,177,821.43 232,764,726.39 5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35,360,291.74 192,515,153.64 74.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5,796,597.25 233,434,532.75 1.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13 0.3399 5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13 0.3399 5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8% 5.80% 2.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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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4,582,620,536.05 4,585,061,501.49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75,831,605.76 4,270,639,327.26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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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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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明波 境内自然人 22.57% 154,550,004 115,912,503   

新乡白鹭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09% 144,412,993 0 质押 64,500,000 

吕剑锋 境内自然人 2.06% 14,100,000 0 质押 1,760,6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7% 8,024,100 0   

金燕 境内自然人 1.01% 6,917,900 0   

汪滨 境内自然人 1.00% 6,836,100 0 质押 953,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6% 4,518,129 0   

华夏基金－农

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57% 3,917,700 0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57% 3,872,600 0   

易方达基金－

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6% 3,818,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为徐明波先生、第二大股东为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述

两大股东同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八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吕剑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7100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

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7000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4100000 股。金燕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10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6907900 股，合

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6917900 股。汪滨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6323100 股，通过

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513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68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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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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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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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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适应行业政策及市场形势变化，继续巩固公司在血液肿瘤及老年病治疗领域产品储备丰富的优势，

继续加强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力度，继续加强营销体系建设。2018年1-6月公司经营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98,072.8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0.41%，实现净利润35,017.7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0.44%。公司基因工程产品扶济复、立生素、

迈格尔、三氧化二砷等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增长趋势，替莫唑胺、依诺肝素钠等新增多省中标，确保了下半年销量的稳步增长，

来那度胺上市后至报告期末公司完成了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医保谈判和挂网，医院开发正有序推进，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4800

余万元，预计下半年该品种的医院销售将成为主要渠道，公司欧宁等产品受行业政策影响继续小幅下滑。公司继续推进一致

性评价工作，2018年前上市的交宁、雷宁、欣复诺等产品一致性评价工作进展顺利；报告期内，获得重组全人抗CTLA-4单

克隆抗体注射液和长效重组人促卵泡激素注射液临床试验批件。公司控股子公司新乡双鹭药业有限公司获得原料药GMP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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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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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明波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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