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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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民制药 60322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茜 潘敏 

电话 0576-84066800 0576-84066800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院路888号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院路888号 

电子信箱 investment@chimin.cn investment@chi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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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2,931,057.92 2,084,490,165.24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46,006,982.81 872,085,560.42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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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99,927.12 64,503,261.41 -62.48 



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343,229,756.29 379,155,827.79 -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848,162.67 24,453,778.34 -5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169,909.75 19,455,033.96 -3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24 2.98 减少1.7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8 -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8 -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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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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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鸽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6.20 115,830,800 0 质押 67,000,000 

张雪琴 境内自

然人 

12.21 39,069,200 0 质押 12,000,000 

台州市梓铭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88 22,000,000 0 质押 14,000,000 

李丽莎 境内自

然人 

3.13 10,000,000 0 无   

李慧慧 境内自

然人 

3.13 10,000,000 0 无   

深圳前海正帆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正帆敏行 4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9 3,477,900 0 无   

田云飞 境内自

然人 

1.06 3,400,000 0 无   

别涌 境内自

然人 

1.06 3,400,000 0 无   

武胜波 境内自

然人 

0.77 2,471,900 0 无   

林艺静 境内自 0.75 2,397,800 0 无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仙玉家族持有济民健康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 6636.9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5%，

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双鸽集团 100%的股权和法人股股东

台州市梓铭贸易有限公司 92.73%的股权。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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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传播和流行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重大事件。在此大

背景下，一方面，身处疫情重灾区的鄂州二医院全力配合当地政府及卫健委的工作指示及调度，

积极抗疫，期间累计收治各类发热、肺炎病例 236 例，确诊病例 153 例；另一方面，公司各业务

条线抓好防疫和员工返厂工作，加紧复工复产，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逐步控制，二季度以

来，公司各项业务快速恢复，在安全注射器及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产品销售增长的带动下，公司

第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1,142.24 万元，扣非净利润 2,372.03 万元，较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13.50%和 123.50%，扭转了一季度业绩亏损的局面，并带动公司半年度实现扣非净利润 1,316.99

万元。  

（一）公司医疗器械板块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1、公司安全注射器产品订单大幅度增加 

公司全资子公司聚民生物位于上海市奉贤区，主要研发及生产安全注射器、安全注射针、安

全采血针、无菌注射器、胰岛素注射器、输液器等产品。2020 年上半年，聚民生物实现净利润

1,562.5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9.11%，其中第二季度净利润 1,356.5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7.55%，其主要是美国 RTI 公司安全注射器及安全注射针采购订单增加所致。 



聚民生物是美国 RTI 公司安全注射器、安全注射针等产品的贴牌生产商，与美国 RTI 公司签署

有 10 年战略合作协议。今年以来，公司安全注射器订单增长较快，根据美国 RTI 公司的采购计划，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其计划采购约 3.7 亿支不同规格的安全注射器及安全注射针产品，且

随着订单的执行，采购数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目前，聚民生物正积极扩充产能，以满足快速增

长的市场需求。 

2、公司诊断试剂等产品业务大规模增长 

公司全资子公司 LINEAR 公司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主要研发及生产体外诊断产品及试剂，拥

有临床化学诊断试剂、免疫学诊断试剂、血液检测试剂、快速诊断试剂、酶联免疫诊断试剂、实

验室仪器及体外诊断医疗产品等七大类产品线，两大核心产品 FOB 粪便潜血自动免疫测试仪和幽

门螺旋杆菌检测试剂盒，并于 2020 年上半年推出了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 

2020 年上半年，随着 LINEAR 公司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推向市场，在此带动下，LINEAR 公司

实现净利润 636.1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2.34%，其中第二季度净利润 586.98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81.35%。目前 LINEAR 公司也正积极增加生产线，扩充产能，以把握市场机遇，扩大业务

规模。 

（二）博鳌国际医院迎来政策窗口期，免疫细胞及干细胞临床应用有望加速推进 

2020 年 6 月 16 日，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下一步把先行区建设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

的样板区和试验区打下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先行区医疗机构可以在先行区进行干细胞、免疫细胞治疗、单抗药

物、基因治疗、组织工程等新技术研究和转化应用。 

公司旗下博鳌国际医院位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医院总用地面积

约 81.6 亩，总建筑面积 6.5 万平方米，核定病床数 560 张。医院先后聘请了日本国再生医学领域

知名专家小田治範先生为院长，聘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Michael Morris 

Rosbash（迈克尔•罗斯巴殊）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George Fitzgerald Smoot 教授，拉斯克

奖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医学遗传学院创始人 Gregg L. Semenza 教授，欧洲科学院院

士、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Peter J. Barnes 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外科与生物医学工程系

Jonathan Robert Todd Lakey（乔纳森•罗伯特•陶德•莱基）教授来院开展临床科研工作，与斯坦福

大学转化医学中心建立了长期的合作。通过对外合作，博鳌国际医院建立了较为丰富的干细胞、

免疫细胞在疾病治疗领域的技术储备。 



2020 年 7 月 3 日，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管局已完成对博鳌国际医院上报的《自体自然杀

伤细胞辅助肿瘤治疗》和《自体自然杀伤细胞辅助治疗宫颈 HPV 感染》备案材料的接收。后续，

博鳌国际医院将根据业务发展定位，加强对外合作，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免疫细胞、干细胞疾病

治疗项目，将博鳌国际医院打造成为以干细胞、免疫细胞疾病治疗为特色的国际性医院。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们的出行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博鳌国际医院的业

务受此影响较大，上半年亏损 1,574.28 万元。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逐步控制，至 2020 年 6

月份，博鳌国际医院业务已基本恢复至全年同期水平。 

（三）加强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合作，提升公司研发能力及医疗服务水平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设立“中医特殊药物

研究院”，并聘请中国科学院林国强院士担任院长，双方已初步确定先期研究计划，公司将以中医

特殊药物研究院为基础研发平台，积极推进药品研发和产业化。 

2020 年 7 月 21 日，公司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签署《共建博鳌国际医院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中医优势临床专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教学合作以及第二冠名等方面展开合作。 

通过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深度合作，有利于公司研发能力及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 

（四）做好复工复产，公司各业务已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大输液板块、医疗服务板块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致使 2020 年一季度公司出现亏损。随着国内疫情的控制，生产生活陆续恢复，至 2020 年 6 月，

公司大输液、医疗服务业务已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五）研发 

2020 年主要研发项目,具体如下： 

序号 
研发项目 

药（产）品基本

信息 

研发（注册）

所处阶段 
进展情况 

1 平衡盐冲洗液 仿制 已报国家局 审评 

2 山梨醇甘露醇冲洗液 仿制 已报国家局 审评 

3 平衡盐溶液（供灌注用） 仿制 已报国家局 审评 

4 大便隐血（FOB）检测试剂盒（胶

乳免疫比浊法） 

Ⅱ类 IVD 耗材 在研 临床试验 

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Ⅱ类 IVD 在研 临床试验 

6 回缩自毁式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

器 

Ⅲ类医疗器械 已报国家局 审评 

7 回缩自毁式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

针 

Ⅲ类医疗器械 在研 临床试验 

8 预充式导管冲洗器 Ⅲ类医疗器械 已报国家局 审评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非无菌）  已取得应急注 ⑴延续注册检验中



 

9 

Ⅱ类医疗器械 册证（有效期

半年）（境内） 

（境内）。 

⑵通过国际权威认

证机构，已完成欧

盟注册（境外）。 

 

 

 

10 

医用外科口罩（非无菌） 

 

Ⅱ类医疗器械 

已取得应急注

册证（有效期

半年）（境内） 

（1）延续注册检验

中（境内）。(2)通

过国际权威认证机

构，已完成欧盟注

册（境外）。 

11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无菌） 

Ⅱ类医疗器械 注册检验中

（境内） 

 

13 
医用外科口罩（无菌） 

Ⅱ类医疗器械 注册检验中

（境内） 

 

14 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西班牙子

公司项目） 

  已取得应急销售 

 

（六）融资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济民

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91 号）。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公布的修订后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0 年 3 月 11 日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于 2020年 5月 5日收到证监会《关于核准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721 号），目前该事项按计划进行，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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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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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