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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9-068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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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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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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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誉衡药业 股票代码 00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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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禹 白雪龙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 B 区裕华路融慧

园 28 号楼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 B 区裕华路融慧

园 28 号楼 

电话 010-80479607 010-68002437-8018 

电子信箱 wangyu@gloria.cc baixuelong@glori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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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4,204,476.88 2,537,094,408.10 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2,281,100.76 225,936,011.68 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8,247,657.82 207,864,037.81 0.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7,180,511.99 404,061,781.12 8.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57 0.1028 2.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57 0.1028 2.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3% 5.27%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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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7,805,452.70 9,477,173,262.97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36,176,411.46 4,324,011,225.63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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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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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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30% 929,789,325 0 
冻结 929,789,325 

质押 929,429,011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CORPORATION 
境外法人 16.95% 372,535,027 0 

冻结 315,756,904 

质押 371,025,623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49,527,309 0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95% 42,904,599 0 质押 42,9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2% 15,767,7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10,570,046 0   

朱吉满 境内自然人 0.45% 9,967,500 7,475,625 冻结 9,967,500 

吴顺水 境内自然人 0.45% 9,880,153 0   

王东绪 境内自然人 0.42% 9,210,000 6,907,500 质押 9,000,000 

尹江 境内自然人 0.40% 8,771,99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以及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 LIMITED 由同一实际控制人朱吉满控制。 

2、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吴顺水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票 9,874,853 股； 

2、尹江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票 8,77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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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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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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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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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国家进一步深化医药行业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和落实医保控费、“带量采购”、分级诊疗和“两票制”等政策，

短期来看将给医药企业带来挑战，长期来看有利于推动医药产业结构改革、医药行业洗牌，使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促进医

药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行业大背景下，公司坚持聚焦产品价值、患者需求，提升应对政策变化及行业环

境适应能力。2019年上半年，公司按照董事会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积极推进了营销改革、慢病产品销售及生物药产品研发

等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3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2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2.81%。公司业务基本稳定，盈利水平略有上升。 

㈠ 慢病口服产品贡献率继续增长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慢病口服产品已成为公司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自有、合作取得的慢病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心脑血管

领域的安脑丸/片、硫酸氢氯吡格雷片（与乐普药业合作）、奥美沙坦酯片（与第一三共合作）；维生素及矿物质产补充剂

领域的葡萄糖酸钙锌口服溶液；电解质领域的氯化钾缓释片；糖尿病领域的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与波兰Bioton合作）；慢

性肾病领域产品醋酸钙片（与贵州维康药业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慢病口服产品的销售贡献率超过50%，销量实现快速增长：其中葡萄糖酸钙锌口服溶液（锌钙特）同比增长

超过17%；氯化钾缓释片（补达秀）同比增长超过40%。 

未来，公司将继续围绕慢病领域不断拓展产品线，充分挖掘市场潜力，进一步向销售终端靠拢，主动拓展县级、社区终端市

场，持续扩大在慢病领域的影响力。 

㈡ 生物药PD-1单抗产品临床研究开展顺利 

作为誉衡生物的第一大股东，公司与其他战略投资者一起，聚焦抗肿瘤生物药的推进。报告期内，誉衡生物加快推进抗PD-1

全人创新抗体药的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工作，力争年内完成产品的注册申报，并已启动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有效性

和安全性的开放、多中心、单臂、II 期临床研究。Ib期临床研究9个瘤种（胃癌、食管癌、肝癌、胆管癌、肺癌、鼻咽癌、

霍奇金淋巴瘤、NKT和尿路上皮癌）也已在全国各地多家研究中心全面开启。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誉衡生物已高质量完成

300余例安全性评价受试者的入组，总体安全性良好，满足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安全性评价受试者人数要求。 

此外，誉衡生物开展了PD-1生产工艺优化、工艺表征、工艺验证等相关研究工作，并完成多批商业化规模的GMP生产，生

产工艺稳定，产品质量优良，为药品上市做好了充分准备。 

㈢ 进一步推进营销转型 

随着重点品种监控合理用药、分级诊疗、GPO联动等政策的全面推进，为更好地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公司确定了“整合资源、

终端下沉”的营销战略。一方面不断优化销售渠道、降低渠道产品库存，调整产品策略和销售政策，加大专业化推广；另一

方面通过整合、优化内部资源，深挖潜力产品，深耕细作，扩大二级以下医院和县域市场的布局。 

通过上述销售运营的转型升级，报告期内，公司按年初规划完成销售进度，业务逐步下沉到各级终端，二级以下医院的贡献

率实现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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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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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

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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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朱吉满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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