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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3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2018-062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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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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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成药业 股票代码 00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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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晓风 李志莹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 16 号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 16 号 

电话 (0898) 68592978 (0898) 68592978 

电子信箱 yuxiaofeng@shuangchengmed.com lizhiying@shuangcheng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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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6,747,825.19 76,431,949.55 13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807,329.58 -17,541,015.01 -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651,312.40 -18,268,707.27 -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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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83,130.84 -92,392,842.49 116.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3% -3.2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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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264,590.74 1,377,113,877.06 -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2,592,130.65 591,397,373.3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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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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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双成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45% 139,516,546 0 质押 104,637,400 

HSP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16.03% 64,915,479 0 质押 53,000,000 

赖福平 境内自然人 1.48% 6,005,500 0   

王采勇 境内自然人 0.65% 2,619,200 0   

刘雅杰 境内自然人 0.58% 2,360,000 0   

胡军 境内自然人 0.56% 2,261,407 0   

王成栋 境内自然人 0.52% 2,110,906 1,583,179   

EASYWORTH 

INVESTMENT

S LIMITED 
境外法人 0.38% 1,518,844 

0   

应小媚 境内自然人 0.37% 1,479,535 0   

朱善洪 境内自然人 0.28% 1,143,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双成药业实际控制人王成栋先生直接持有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双成药业实

际控制人Wang Yingpu先生直接持有HSP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100%股权；

王成栋先生与 Wang Yingpu 先生为父子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胡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2,261,407 股，实际合计持有 2,261,40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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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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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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背景下，整个医药产业链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加大，产业规模集

中加快。在这一大背景下，对公司来说既是大力发展的机会，同时也是对公司经营的极大挑战。为应对这

种紧迫局面，公司重点加强员工的国际法规专业知识，不断提升经营班子的管理能力。 

1、研发方面及技术平台 

经过研发团队的不懈努力和生产质量等各部门的紧密配合，报告期内公司的研发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并收获了不少成果，主要工作如下： 

1）胸腺法新原料药在完成了工艺变更和质量标准提高的相关研究后，向CFDA申报的补充申请已获得

批件。胸腺法新原料药和注射用胸腺法新制剂ANDA申请在意大利获批。制剂一致性评价的相关研究已经完

成，并向CFDA提交了申报资料，现已在技术审评中； 

2）比伐芦定原料药和注射用比伐芦定的研发工作已顺利完成，向美国FDA递交的DMF已审评完毕处于

可用状态，注射用比伐芦定ANDA申请在美国获得暂定批准，在中国CFDA的申请已进入尾声； 

3)生长抑素原料药已按欧盟技术要求基本完成了相关质量研究、杂质谱分析和方法学开发与验证。三

批注册申报批生产已经完成，正在进行稳定性研究中； 

4）注射用泮托拉唑钠和依替巴肽注射液仿制药研发正在进行中。 

2、工程建设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实施的工程项目有：溶剂回收设备基础及回收车间设备和管道安装项目；污水处

理站设备基础及设备安装项目。 

宁波双成的建设情况：2018年3月，宁波双成抗肿瘤车间已经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 

3、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无安全事故、无生产事故。公司不断完善并严格执行环境保护制度，设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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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环境保护管理部门，维护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公司与专业水处理单位合作，进行污水处理工艺的技术

改造，采用较为先进的处理工艺和设备，增加污水排放水质在线监测，并与海口市环境保护监察平台联网，

确保公司环保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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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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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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