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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3                 证券简称：润都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0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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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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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都股份  股票代码 00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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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勇 徐维 

办公地址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北路 6 号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北路 6 号 

电话 0756-7630378 0756-7630378 

电子信箱 rd@rdpharma.cn rd@rdpharm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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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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90,754,883.28 476,992,721.34 476,992,721.34 4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5,318,573.32 52,180,068.34 52,180,068.34 2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4,029,614.12 43,956,175.45 43,956,175.45 22.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1,924,377.86 33,890,495.14 34,383,495.14 13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45 0.29 20.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45 0.29 2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8% 6.50% 6.50% 0.4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81,173,019.38 1,138,419,861.16 1,138,419,861.16 1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70,535,735.78 871,294,552.20 871,294,552.20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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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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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希 境内自然人 29.89% 55,420,875 55,420,875 质押 31,125,000 

陈新民 境内自然人 29.89% 55,420,875 55,420,875   

卢其慧 境内自然人 1.64% 3,035,250 3,035,250 质押 761,400 

周爱新 境内自然人 1.60% 2,972,250 2,972,250 质押 1,365,000 

广州市天高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3% 2,472,000 0 质押 2,472,000 

东莞市国龙

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2% 2,254,500 0 质押 1,620,000 

广东中科白

云新兴产业

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8% 1,450,000 0   

寇冰 境内自然人 0.73% 1,352,217 0   

珠海经济特

区凯达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3% 1,350,000 0   

黄敏 境内自然人 0.73% 1,350,000 1,350,000 质押 945,000 

向阳 境内自然人 0.73% 1,350,000 1,3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李希、陈新民分别持有公司 55,420,875 股股份，两人合计

持有公司的股份占公司本报告期末总股本的 59.78%，系一致行动人共同控制

公司；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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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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业绩稳定增长，实现销售收入69,075.49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44.81%；营业利润7,403.13万元，同比增长20.7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31.86万元，同比增长25.1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5,402.96万元，同比增长

22.92%。 

公司面对行业新的政策变化和市场竞争格局变化，充分利用研发和产业链优势，积极应

对，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4.61%，保持稳定增长。制剂销售方面，

继续贯彻全渠道全终端的销售发展方向，销售推广化、推广市场化、市场专业化；积极参与

各类专业会议，促进临床学科交流；致力于患者健康教育服务；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员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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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及相关医药学领域专业知识的认知，为广大合作伙伴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明确销售目

标，继续立足精耕细作，加强绩效管理。原料药销售方面，拓宽销售渠道、细化市场及全方

位客户服务，稳定老客户，开发新客户，继续实施原料药国际化战略。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报告期内研发投入5,773.62万元，同比增长156.81%。公

司不断加强研发项目管理、推行多元化的研发管理模式，吸收优势研发资源，以自主研发项

目和外部合作相结合，各项研究工作有序开展。报告期内，原料药产品逐步开展了登记备案

工作，部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项目和新产品研究项目有序开展，1项一致性评价项目提交药品

注册并获得受理。公司重视专利布局和商标维护管理，持续稳定的实施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共提交13项专利申请，新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润都制药（武

汉）研究院有限公司上半年已投入使用，相关研发项目正式开展。 

公司严格执行GMP规范，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以质量为核心，强化生产管理，购置

先进的生产设备及仪器，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持续完善生产质

量管理体系，不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有序推进各项官方检查和客户审计，厄贝沙坦获得欧

盟CEP证书，截止目前公司已有3个产品取得欧盟CEP证书。 

公司不断完善系统化的环保和安全风险管控，公司严格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始终将安全生产管理列入重要的工作日程，围绕安全生产年度

目标指标，不断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逐步加大安全质量投入、教育、管理工作力度，

开展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事故隐患整改工作，从源头防止重大事故发生；定期对安全标准

化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严格执行政府安监部门的要求实行企业双重预防管理体系的

系统管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环保自查，确保24小时达标排放，努力实现企业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效益的协调发展。 

持续加强规范公司治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严格按照证监会和深交所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时制定或修订公司治理有关的规章制度或规范性文件，并严格按照规定认真履行对

有关事项的审议批准程序；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加快募

投项目的建设。 

为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核心骨干人才，营造企业长远发展所需要

的良好团队文化、助力构建优秀的企业核心经营团队，公司实施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报告期内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361.3万股；同时，建立起以经营业绩

导向的“守正念、行务实、敢担当、创价值”的合伙人文化；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

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激励与约束并重，提升企业“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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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部门认真贯彻公司“规范、专业、发展”的经营理念，围绕管理规范、创新方向，

强化“服务”意识，不断优化流程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正式启动卓越绩效管理项目，持续

开展管理的自我评价、逐步展开持续改进，培育符合公司发展的企业文化，塑造员工对企业

发展的共同愿景；打造以人为本、关爱员工的企业氛围；以丰富的文化活动为依托，将企业

文化建设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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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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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详见附注五、注释10。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

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分类和 

计量影响 

金融资产 

减值影响 

小计 

应收票据 58,876,566.73 --- --- --- 58,876,566.73 

应收账款 70,222,458.04 --- --- --- 70,222,458.04 

其他应收款 3,779,041.82 --- --- --- 3,779,041.8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000.00 (500,000.00) ---- (500,000.00)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500,000.00 --- 500,000.00 500,000.00 

未分配利润 372,637,402.72 --- --- --- 372,637,402.72 

（2）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以及列报格式变更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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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列报格式变更的影

响 

列报格式变

更调整后金

额 

执行新企业

会计准则的

影响 

2019年1月1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9,099,024.77 (129,099,024.77) --- --- --- 

应收票据 --- 58,876,566.73 --- --- 58,876,566.73 

应收账款 --- 70,222,458.04 --- --- 70,222,458.04 

其他应收款 3,779,041.82 --- --- --- 3,779,041.82 

其他流动资产 277,972,973.80 --- --- --- 277,972,973.80 

流动资产 774,755,173.40 --- --- --- 774,755,173.4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000.00 (500,000.00) --- ---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500,000.00 --- --- 500,0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409,605.16 --- --- --- 15,409,605.16 

非流动资产 363,664,687.76 --- --- --- 363,664,687.76 

资产合计 1,138,419,861.16 --- --- --- 1,138,419,861.1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8,849,852.51 (18,849,852.51) --- --- --- 

应付账款 --- 18,849,852.51 --- --- 18,849,852.51 

其他应付款 69,308,869.42 --- --- --- 69,308,869.42 

预收款项 19,246,993.11 --- --- --- 19,246,993.11 

流动负债 150,663,602.87 --- --- --- 150,663,602.87 

负债合计 267,125,308.96 --- --- --- 267,125,308.96 

盈余公积 49,469,010.91 --- --- --- 49,469,010.91 

未分配利润 372,637,402.72 --- --- --- 372,637,402.72 

所有者权益合计 871,294,552.20 --- --- --- 871,294,552.20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因此所披露

的小计和合计无法根据上表中呈列的数字重新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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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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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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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杰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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