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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0-046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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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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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琚制药 股票代码 00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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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王伟 沈旭红 

办公地址 
浙江省仙居县福应街道现代工业集聚区

丰溪西路 15 号 

浙江省仙居县福应街道现代工业集聚区

丰溪西路 15 号 

电话 0576-87731138 0576-87731138 

电子信箱 dmb@xjpharma.com dmb@xjphar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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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808,591.63 1,859,750,579.21 -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5,317,915.18 173,705,966.92 1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7,328,956.79 163,394,977.46 20.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4,208,628.76 348,701,041.02 -29.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9 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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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9 1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1% 6.46%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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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8,606,723.52 5,824,345,547.49 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60,378,186.30 2,941,524,857.14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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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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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居县国有资产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5% 197,488,30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全合宜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3.33% 30,465,86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2% 18,489,9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全合润分

级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00% 18,322,23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聚信价

值优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6% 17,000,000    

李勤俭 境内自然人 1.52% 13,960,38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四

二一组合 

其他 1.47% 13,440,78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全商

业模式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32% 12,117,936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三零三组合 
其他 1.31% 11,972,76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1.09% 9,991,6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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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对全球宏观经济及诸多行业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医药行业面临疫情挑战获得前所未有的关

注，在疫情影响下医疗机构门诊量明显下降，导致部分医院用药品种用量下降。同时，国内医改工作持续推进：国家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常态化，医药行业竞争格局面临重塑，行业分化加速，集中度提升；2020年上半年，公司克服疫情影响扎实推进

各项工作，11只原料药产品在杨府原料药新厂区通过国内GMP认证、2只制剂新产品完成注册申报，原料药新厂区产品申报和

客户审计有序推进，经营业绩逐季度向好。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7亿元，同比下降4.78%；实现利润总额2.56亿

元，同比增长3.8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8.2%。 

公司主营营业收入17.66亿元，同比下降4.53%。制剂销售收入8.85亿元，其中制剂自营产品销售收入8.2亿元，同比下

降8%（其中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同比下降约15%，二季度逐步恢复）；医药拓展部制剂销售收入0.65亿元。原料药及中间体销

售收入8.8亿元，其中主要甾体激素类原料药销售收入5.2亿元，海盛制药销售收入0.76亿元，同比减少约0.53亿元，同比下

降41.2%，意大利Newchem公司销售收入2.93亿元，同比持平。 

公司主要制剂自营产品销售收入按治疗领域划分：妇科计生类制剂产品销售收入2.1亿元，同比下降19%；麻醉肌松类制

剂产品销售收入1.96亿元，同比下降15%；呼吸类制剂产品销售收入1.35亿元，同比增长17%；皮肤科制剂产品销售收入0.62

亿元，同比下降7%；普药制剂产品销售收入1.86亿元，同比增长10%，综合招商产品0.16亿元，同比减少52%，其他外购代理

产品0.15亿元，同比减少12%。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有： 

1、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合理布局产业链  

报告期内，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正式启动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票工作，计划发行数量不超过10,000万股（含10,000万股），募集金额总额不超过100,000万元（含100,000万元）

（含发行费用），用于公司高端制剂国际化建设项目。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公司根据发展需要，紧抓市场发展机遇，扩大核心

业务优势，增强竞争力，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该项目已提交中国证监会受理审核。  

2、优化整合销售模式，提升销售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医药行业环境剧变，围绕战略目标，积极推进营销队伍新能力构建，不断完善销售平台能力升级。

制剂产品销售，针对妇科、麻醉等产品线，推进“专业内容、权威讲者、受众群体”的学术推广体系，加强区域市场推广策

略与产品销售策略的协同，同时有序推行医务线自营团队分级管理模式，整合各类资源，对市场环境提出个性化方案，快速

应对市场的变化。针对目前OTC行业日趋连锁化的态势，优化OTC线各级代表的岗位职责，强化KA业务能力，通过全国大连锁

和地区连锁终端的市场推广活动，提高OTC产品的终端销售能力。明确招商战略地位，加强对招商客户的规范管理，探寻在

现有合规环境下有效的合作模式，健全招商管理机制，提高招商产品在终端的覆盖率。原料药销售以市场为导向，整合公司

内部力量，寻求合作契机，不断增强公司在全球激素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3、积极推进产品研发，追求技术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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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品种一致性评价工作进入了审评阶段，公司将积极推进后续相关工作，如顺利通过一致性评价将增加市场竞争力。黄体

酮胶囊、罗库溴铵注射液、地塞米松等34只产品获得批准补充申请。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黄体酮注射液等33只产品获得

再注册批件。“制备双缩酮的方法”、“一种17α -乙酰氧基-（8,13）-烯-11α -羟基黄体酮的制备方法”等2项发明专利获得

授权证书。 

    4、严抓生产与质量管理，保证合规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全面推行过程管理合规化，确保各生产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全面执行GMP

管理，严把药品质量控制关，形成具有强竞争力的质保体系；积极开展质量标准研究、工艺技术改进工作，全面保证产品质

量。报告期内，公司共接受客户审计20次；出口欧盟药品证明书检查1次，中国药政机构日常监督检查8次，新增生产范围检

查1次，杨府原料药厂区醋酸环丙孕酮等共11个产品通过GMP现场检查。公司完成原料药新厂区所有搬迁产品的GMP现场检查，

有利于公司生产和质量管理体系的提升，为公司原料药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加强基础管理及规范运作，提升管理效能 

    报告期内，根据新的《证券法》、《深交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章程》、《信息

披露管理制度》等五项制度进行了修订，通过不断健全、完善内控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的稳步发展奠定基础。人力

资源方面搭建集团化管理平台，从规划和组织架构入手，优化绩效管理流程和指标，完善重要岗位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评价，

实施基层干部聘任制度，着手关键岗位人才引进和大学生力量的充实，为公司技术力量的提升提供保障；建立并成为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试点单位，搭建线上培训平台。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体系，加强管控能力和资金运行效率。根据公司2020年强化

预算管控的经营目标，设立预算小组以项目的形式促进资源整合配置，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实现转型升级目标。继续强化

内部审计监督管理职能，在工程造价、招标、采购、结算等关键环节采取“背对背”或提请第三方审核等方式起到“降本增

效”的作用。在合同审核中坚持采用标准合同模板，提高合同签订的合规性，降低合同违约和合同纠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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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宇松 

                                                                   202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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