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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4                    证券简称：仟源医药                  公告编号：2018-054 

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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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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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仟源医药 股票代码 30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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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俊贤 薛媛媛 

办公地址 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湖滨大街 53 号 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湖滨大街 53 号 

电话 0352-6116426 0352-6116426 

电子信箱 stock@cy-pharm.com xyy1934@163.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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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504,880.48 421,214,065.00 2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406,852.28 21,309,523.44 -1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4,164,002.24 19,323,846.60 -2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766,315.89 22,233,705.85 -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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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36 0.1023 -18.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36 0.1023 -18.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 2.61% -0.5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487,603,866.41 1,518,593,270.43 -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9,257,656.76 819,585,507.27 -1.2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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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占国 境内自然人 11.91% 24,808,209 18,606,157 质押 19,607,843 

赵群 境内自然人 8.54% 17,791,692 13,343,769 质押 17,083,903 

张振标 境内自然人 6.41% 13,343,768 10,007,826 质押 11,738,576 

姜长龙 境内自然人 4.79% 9,984,000 0   

天津泓泰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 5,487,635 5,487,635 质押 5,487,596 

张彤慧 境内自然人 2.45% 5,096,264 0   

罗洋辉 境内自然人 2.15% 4,470,159 0   

段素新 境内自然人 1.96% 4,090,000 0   

崔金莺 境内自然人 1.85% 3,858,240 0   

宣航 境内自然人 1.68% 3,503,71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翁占国、赵群、张振标为一致行动人，该 3 名股东直接合计持有公司 26.86%

的股份，为公司共同的实际控制人；天津泓泰为翁占国控制的合伙企业。除以上股东之

间的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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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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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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2018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公司战略及年初制定的指导思想“创新突破，决胜未来”，在稳定现有业务的前提下，不断

优化产品结构，加速推进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同时，公司不断加大营销推广力度，加强销售队伍建设，从而提高公司的市

场优势，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努力提升公司产品和服务品质，稳步推进各项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050.49

万元，同比增加28.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740.69万元，同比减少18.31%。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如下工作： 

1、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关注宏观层面的政策变化，加强对市场的预估和应对能力，针对重点产品及时调整市场策略，提前

做好预案，建立起适应市场稳定发展的轨道；对组织架构和考核机制进行调整和规划，努力向扁平化、专业化靠拢。报告期

内，为顺应“两票制”改革的趋势，同时增强公司对终端市场的掌控力，公司加大了对区域渠道开拓、市场和学术推广等活动，

进一步加强销售过程中的精细化管理，创新业务合作模式，加强销售团队素质培养及内部考核制度，提高专业化程度，增强

团队的紧迫性，坚决实行末位淘汰制度；加强内部培训，包括专业技能和合规培训，制定岗位培训计划，培养和建立符合公

司需求的人才梯队。  

2、科研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一致性评价的政策法规要求以及公司的项目安排开展相关工作，确保所有一致性评价项目按计

划取得相应的阶段性成果，针对目前各项在研项目，公司将集中资源，加快其研发进程；同时，进一步加强对科研工作运行

的管理，整合研发资源，对集团研发中心组织架构及人员进行功能定位的调整，配合《科技成果奖励管理办法》等配套性文

件；召开集团第二届制药科技大会，对科研人员进行了奖励；完善绩效考核办法，提升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加快科

研团队建设，组织研发骨干力量，充分利用已建成的口服制剂中心实验室的软硬件设施，提升各项研发能力。报告期内，公

司获得1项外观专利。 

3、内部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对企业现有的组织架构、管理流程、经营层授权、绩效考核等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对相

关干部做了必要的调整和分工，努力向机构扁平、人员精干、管理高效、团队激情、理念一致、思想统一的现代管理要求方

向迈进，努力让企业政令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从而推动企业高质量的发展，力争把企业做得精致、把管理做得高效、让员

工做得开心、让股东获得回报。 

4、生产、质量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以销定产、以产定人”的基本原则，有效践行“抓质量、促生产、保供给、降成本”的工作要求。

各制造基地在保质保量产品供应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做好一致性评价产品的对接落地等工作；各制造基地以集团发展战略为

中心，在坚持质量第一的基本原则下，加强自检及供应商审计力度、强化成本控制、优化作业流程、加强产销衔接、提升生

产计划水平、强化产品质量管理工作，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报告期内，公司粉针剂青霉素类生产线，综合制剂车间（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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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胶囊剂、颗粒剂、栓剂、散剂）生产线，控股子公司海力生制药胶囊剂、片剂、散剂、滴剂（胶囊型）、较胶囊剂生产线，

原料药（蒙脱石、盐酸坦洛新）生产线，分别取得了新版《药品GMP证书》；四川仟源中药饮片GMP认证检查通过；控股

子公司海力生制药新厂区正式投产。 

5、对外投资及信息披露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西藏仟源剩余30%股权，进一步整合营销资源，提高企业整体运营效率。在信息披露方面，公司

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要求，努力完善信息披露工作，积极维护投资者关系管理，与投资者建立了良好的沟通纽带。报告期

内，公司组织召开了2017年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及山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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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达麦迪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达麦迪医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

注销，自2018年4月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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