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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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辰欣药业 603367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洪晖 孙 伟 

电话 0537-2989906 0537-2989906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同济路16

号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同济路16

号 

电子信箱 8374@cisengroup.com sunwei@cisen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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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5,286,318.22 4,741,888,198.84 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885,429,401.15 3,722,798,542.59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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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91,695.66 142,498,485.12 -30.88 



营业收入 1,871,772,056.05 1,248,690,563.74 4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5,131,141.32 127,731,883.15 8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8,308,668.63 115,394,840.36 97.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10 5.47 增加0.6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36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36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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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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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辰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6.54 165,673,200   质押 12,000,000 

济宁乾鼎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7.39 124,154,800   无   

赵白雪 境内自

然人 

1.70 7,700,000   质押 7,700,000 

庞冠丽 境内自

然人 

1.60 7,238,000   无   

北京昆吾九鼎医药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其他 1.53 6,930,000   无   

包头市龙邦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83 3,773,000   质押 3,773,000 

付强 境内自

然人 

0.82 3,696,00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0.66 2,999,873   无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

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2,936,799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信消费医药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2,130,444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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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未来发展战略规划，继续坚持将科技创新做为公司发展的动力源泉，不

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销售改革，在稳定现有业务的基础上，继续市场和产品结构调整，加大高

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开拓力度，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公司心脑血管产品、麻醉类产品、抗肿瘤产品、

营养类产品、消化系统用药等高附加值产品保持良好发展趋势。上半年实现近年来的最好业绩表

现，营收、净利润均实现稳步增长。2018年上半年，辰欣药业实现营业收入 18.72亿元，同比增

长 49.90%；利润总额为 2.69亿元，同比增长 76.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5

亿元，同比增长 84.08%。 

目前，中国医药行业正处于变革期，医药行业政策频出。近来我国发布的《关于深化审评审

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

等政策及国家医疗保障局的组建，对于推动医药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由制药大国向制药

强国跨越具有积极意义，国内医药企业正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作为国内综合型化学药品生产企

业，辰欣药业积极应对行业政策和经营环境变化的新形势，实施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战略和营销

模式，凭借持续的研发投入，储备了包括多个国家一、二类新药在内的新药品种，形成了以基本

药物为基础、多种重大药物领域新药为核心的产品群，通过持续的投入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和自动

化水平，为公司销售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一、研发稳步推进 

辰欣药业的业绩增长，离不开持续加大的研发投入。公司一直把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源动力，

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科技创新、打造科技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9619.97万元，

同比增长 28.68%，有力地支持了公司的项目研发和创新发展。二是围绕公司药物开发“创新+仿

制药+国际注册”功能板块建设，加强研发队伍建设，广开渠道，引进人才，充实研发队伍，提升



公司研发实力。三是积极推动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四是项目注册申报有序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药品在研项目中获得临床试验批件 2 项，完成 BE 试验 1 项，开展验证性临床 1

项，申报生产 1项。上半年，公司获得的授权发明专利共计 5项。 

此外，为提高公司研发效率，上半年，一是公司与参股子公司上海嘉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借助优势研发资源，通过技术入股，就公司研发的晚期肿瘤治疗的创新药

“WX390”、耐药性肺结核治疗的创新药“WX081”进行联合开发。二是在印度设立控股子公司，通

过与印度合作企业沟通，便于借鉴和吸收合作企业药物研发、生产的先进经验。公司及外部合作

机构合作立项启动抗肿瘤 1类新药三靶点抑制剂研究，及开展多个品种的一致性评价工作。 

二、生产严格把控 

公司始终本着“质量第一，安全至上”的原则，以质量为依托，树立品牌形象，满足市场需

求，打造环保企业，为公司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一是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加强新产品工艺过

程控制，通过风险管理确保产品质量；二是重视提高生产效率。进行新设备采购、旧设备改造及

技术改造，持续提升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通过自动化改造实现人员简化；三是严格按照

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四是提倡绿色化学理念，推行清洁生

产工作，改进生产工艺，从源头降低污染物排放，不断引入和试点新的理念与技术改造，减少岗

位三废排放和无组织扩散。 

三、营销深化改革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营销改革，以利润为导向，强化经营单元，明确责权利，进一步深

化到每个销售主体，通过 BI数据分析系统对中标价格、市场情况等综合分析，对各销售区域销售

策略进行调整，保证利润；持续推进市场分类管理，公司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优质客户，

以“三甲”医院及大型医药商业为主，长期以来，公司与终端客户构建了持续和稳固的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借助差异化营销策略及产品定位，以公司输液产品的质量和品牌优势，着重抓好重点客

户、服务好大客户，市场潜力得以进一步释放；继续调整产品结构，持续推进业务转型及输液产

品结构调整，提升高毛利的非输液产品占比和软包装输液占比，保持了输液业务稳定发展的局面；

继续充实销售队伍力量，通过对业务人员的定期培训，不断提高业务人员素质。同时，公司密切

关注国家政策走势，及时掌握政策变化趋势，积极应对各省级医保目录的增补工作以及招投标工

作。 

上半年，公司整体毛利率同比增加了 11.45 个百分点。主要归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司溴

芬酸钠滴眼液和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纳入 2017年新版医保目录后，放量明显，收入和毛利大幅

提高，收入同比增长分别为 289.01%和 147.37%，毛利同比增长分别为 270.21%和 155.44%；二是

子公司产能和效益开始发力，收入和利润大幅提高；三是未来核心产品 PP安瓿包装产品销售上量，

收入同比增长 890.80%，毛利同比增长 980.80%；四是公司通过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业务转型升级，

心脑血管类产品和消化系统类产品在保持市场稳步份额的同时，毛利也同比增长分别为 13.99%和

28.74%；五是公司普通输液保持稳定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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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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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