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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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蒋敏 公务出差 孙琦铼 

董事 王兴军 公务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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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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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药玻 60052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海宝 茹波 

电话 0533-3259028 0533-3259209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 

电子信箱 sdyb@pharmglass.com sdyb@pharmgl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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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5,712,514.71 4,623,713,518.44 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3,620,745,155.81 3,525,714,331.3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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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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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593,086.79 182,021,681.01 15.15 

营业收入 1,435,270,609.30 1,300,106,472.46 1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7,940,336.96 167,592,596.44 3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9,739,375.07 168,925,520.03 3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99 5.05 增加0.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663 0.2817 3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63 0.2817 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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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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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沂源县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国家 15.66 93,179,888   质押 45,080,000 

淄博鑫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25 43,109,695 36,201,092 无   

沂源县南麻街道集体资产经

营管理中心 

国有法

人 

6.08 36,201,092 36,201,092 无   

深圳市架桥富凯七号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未知 3.04 18,100,546 18,100,546 质押 18,100,54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未知 2.62 15,600,00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未知 2.14 12,717,081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

长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60 9,500,000   未知   

高华－汇丰－

GOLDMAN,   SACHS & 

CO.LLC 

未知 1.52 9,019,162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28 7,597,803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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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创新医药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26 7,491,318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淄博鑫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监事、高

管控股的企业，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为一致行动

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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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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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环境和经济形势，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各项任务目标，克服

了大宗物资价格上涨、同行业竞争加剧、国家环保政策加严、中美贸易摩擦、人工成本上升等不

利因素,持续深挖内部潜力，以实现满负荷状态下的产销平衡为总目标，不断开拓市场，较好的完

成了年初任务目标。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实现了营业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主要指标持

续稳定增长：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35,270,609.30 元，同比增长 10.40%；实现利润总额 260,458,822.97

元，同比增长 31.5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7,940,336.96 元，同比增长 30.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19,739,375.07 元，同比增长 30.0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9,593,086.79 元，同比增幅 15.15%。 

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和保持了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公司内部产品结构调整有序开展、高端产品市场销售良好 

①棕色瓶市场需求持续增加，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在子公司四川成新新建棕色瓶车间，以

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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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化妆品瓶的市场需求量继续保持增长。 

③伴随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公司中性硼硅玻璃为代表的高端产品的市场销售继续表现良好。 

（二） 加速推进设备自动化、智能化工作 

①公司棕色瓶车间一条集成包装项目完成了集成包装子系统的热包码垛、散瓶码垛、自动折托盒、

托盘自动包装模块的功能调试，同时对 AGV 系统的对接和信息管理系统测试。该系统采取模块

化设计，以适应公司包装方式的多样性。系统完成后，可完全实现自动码垛（含自动装箱），自动

转运、托盘自动包装、自动打印贴标、自动入库，并且实现生产线信息的自动管理（局部 MES）。 

②自动码垛系统的升级改造，增加了机器人，并对输送线系统和装箱系统改造升级，系统目前已

经投入运行。改造后垫板的放置采用输送线方式，减少了停机等待时间，同时对装箱系统也进行

了升级，系统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 

（三）加大环保治理投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在环保治理工作上，公司不断提升公司的环保治理成效，积极探讨上马新技术、新工艺，采取多

条腿走路的措施，引进多家公司多种技术齐头并进。公司在 2019 年上半年投资对环保设备进行升

级建造，探索使用金属材质耐高温的布袋、采用新型的催化剂等，全面提升环保设施治理效果，

环保设备建设按照计划有序进行，按设计要求正常运行后可满足“26+2”城市的第四时段的排放标

准。 

公司始终坚持发展绿色经济、节能经济、环保经济、循环经济，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今

后的发展中，公司也必将围绕发展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这个主线，加大资源投入积极推进公司

的各项环保治理工作，不断提升公司的环保绩效，担当企业的社会责任。 

（四）持续开展注射剂包装系统的研究工作 

目前公司有能力提供注射制剂包装系统中小容量注射剂的预灌封注射剂密闭系统、笔式注射器密

闭系统、抗生素玻璃瓶密闭系统、玻璃安瓿；大容量注射剂的玻璃瓶密闭系统；口服固体制剂的

玻璃瓶系统；口服液体制剂的玻璃瓶系统；以前国家对药包材施行注册证管理时，都是以包装组

件的方式申报注册证。总局关于发布药包材药用辅料申报资料要求（试行）的通告（2016 年第 155

号）鼓励药包材企业按照包装系统进行申请登记，公司借助同时可提供瓶+塞+盖包装系统的优势，

设立的研究机构进一步开展包装系统完整性实验等工作，以加强对包装系统的研发、登记和推广

力度。 

根据 2017 年国家食药总局 146 公告关于药包材登记的要求，按照总局关于发布药包材药用辅料申

报资料要求（试行）的通告（2016 年第 155 号）的要求，制定计划积极推进公司相关产品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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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审中心原料药、辅料和药包材公示信息平台的产品登记工作，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计公示了 46

个药包材产品以便于制剂企业选择用于关联审评。 

（五）项目建设顺利开展 

2019 年上半年主要开展了以下项目建设，总体进展顺利。 

①胶塞一车间的升级改造 

随着药用胶塞行业的发展，对胶塞生产无论是厂房的洁净化级别还是产品质量均匀性都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为了适用市场这种需求及满足新版 GMP 及高风险药包材生产要求，公司对胶塞

一车间进行厂房的升级和设备检修改造。  

②完成日化瓶车间的大修工作 

上半年公司根据日化瓶需求旺盛的实际情况，在 2019 年上半年对日化瓶车间进行了大修，大修后

日化瓶车间出料量方面产能提升，有效保障了产品供应。 

③药用玻璃产能整合及节能改造项目稳步推进 

该项目是在工业园厂区内建设大型集中煤制气项目，淘汰工业园厂区、总厂区、土门分公司的 8

台单段式固定床煤气发生炉；2019 上半年主体设备安装已完成，气路管线、电器线缆、控制线缆、

消防设施、煤气管道等正在安装进行中，预计三季度完成联机调试。 

（六）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2019 年上半年对外来施工单位安全培训累计 16 次，对每一批新入厂的施工人员或节后复工人员

进行专门的安全培训。同时外聘安全培训师授课，选取“双重预防体系运行和应急管理”为主题，

以专题培训的方式进行，累计 4200 余人参加培训，达到全员覆盖的目的。组织特种作业安全专题

培训，各单位从事电气焊作业、各外来施工单位负责人、作业人员参加了培训，共分 3 批进行，

累计培训 500 余人。2019 年上半年，公司无重大安全事故，无职业病事故，无环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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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和金额) 

执行《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 》 

九届二次董

事会 

①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②金额如下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

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

八届十九次

董事会 

①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流动资

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

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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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 

②金额如下 

其他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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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单位：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22,771,079.85   -722,771,079.85 

应收票据   339,283,849.99 339,283,849.99 

应收账款   383,487,229.86 383,487,229.8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01,938,623.26   -801,938,623.26 

应付票据   417,318,785.70 417,318,785.70 

应付账款   384,619,837.56 384,619,837.56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8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单位：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78,684,764.98   -578,684,764.98 

应收票据   279,716,350.59 279,716,350.59 

应收账款   298,968,414.39 298,968,414.3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62,607,195.93   -762,607,195.93 

应付票据   383,067,365.20 383,067,365.20 

应付账款   379,539,830.73 379,539,830.73 

 

2、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

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788,000,000.00 788,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791,774,650.63 3,774,650.63 -788,000,000.0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00.00  -5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0,000.00 50,000.0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788,000,000.00 788,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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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789,685,198.16 1,685,198.16 -788,000,000.0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00.00  -5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0,000.00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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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目录 

载有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的

会计报告。 

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

公告的原稿。 

 

董事长：扈永刚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17 日  

 

修订信息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