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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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06,974,57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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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帆医药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01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德崎

李蕾

办公地址

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琴山 50 号

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琴山 50 号

电话

0571-63759205

0571-6380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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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xz@yifanyy.com

yfxflilei@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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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325,489,138.03

1,856,874,954.30

2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9,642,574.48

480,973,512.02

1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18,662,301.83

437,255,276.63

18.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0,372,610.66

378,033,596.44

82.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4

2.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4

2.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0%

12.65%

-4.5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8,986,819,159.34

8,767,729,780.43

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28,715,585.80

6,468,495,433.21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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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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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先锋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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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897,230 质押

43.18%

521,196,307

金元顺安基金－宁波银行－华润深
国投信托－华润信托·韶夏增利 32 其他
号单一资金信托

1.76%

21,235,294

21,235,29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1.17%

14,117,648

14,117,64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1.13%

13,587,625

0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11,764,705

11,764,705 质押

安信基金－浦发银行－中广核资本
其他
控股有限公司

0.93%

11,176,470

11,176,470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天富 13 号资产管理计划

0.88%

10,647,058

10,647,058

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境内非国有法人

0.88%

10,617,647

10,617,647

数量
185,697,300

1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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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其他

0.83%

10,000,066

0

#姜维平

境内自然人

0.66%

8,025,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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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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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对公司来说是进一步夯实基础，提高抗风险能力的一年，是公司转型升级战略
逐渐落地起始年，也是极具赋有挑战的一年，对公司来说非常关键。
2018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原料药产品维生素B5所处市场行情及价格均呈现急剧下降趋
势，第一季度产品执行均价高于上年同期，但第二季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下幅，利润逐步收
窄；药品制剂板块，前几年储备的自有核心专科产品线，尤其是依美斯汀缓释胶囊、坤宁颗
粒、疤痕止痒软化乳膏等绝大部分核心新进独家医保产品因文号转移、价格及市场准入等因
素不能正常销售，无法集中发力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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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公司仍认真贯彻和落实年初董事会制定的经营目标，不断深入挖掘潜在的市
场机遇，努力提升核心重点产品的盈利能力，并较好地完成了既定指标。报告期内，在全体
亿帆医药人的共同努力下，实现营业总收入232,548.91万元，同比增25.24%；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964.26万元，同比增长12.20%。
2018年上半年，公司重点开始如下工作：
1、原料药及高分子业务仍贡献主要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维生素B5产品在市场行情较上年同期不利的情形下，即第一季度产品实
际执行均价高于上年同期，但第二季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下幅，达到近年最低价格水平，公
司及时调整原料药产品的生产经营策略，发挥自身在产品质量、技术、产能等方面的资源优
势，尤其是成本控制的优势，牢牢巩固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尽可能地实现利益最大化；并利
用维生素原B5产品的有利市场行情，加大维生素原B5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并带来销售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原料药及新材料板块整体实现营业收入97,844.73万元，同比增长14.20%。
2、核心药品制剂板块业绩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以“整合、创新及国际化”为中长发展规划，坚定以发展药品制剂业务为
公司未来主要发展方向。一方面，在强化现有业务，保证药品基础业绩的前提下，以自有独
家产品，尤其是独家医保产品为核心，精耕细作，不断开拓市场，力争尽快实现新的业绩增
长点；另一方面，以打造高质量、有疗效的创新价值产品为原点，以市场为导向，通过自主
研发及委托研发方式，加强研发，积极推进现有在研项目；通过新设、合作与并购整合等方
式，推动业务转型升级，实现“走出去、引进来”的药品国际化战略。
报告期内药品制剂版块整体实现营业收入134,704.1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69%。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统一国内药品制剂业务的目标。公司将所有涉及国内制剂业
务的市场推广及营销纳入统一管理，组建统一药品制剂业务的中央推广部、中央市场部、商
务部及营销中心，整合资源与优势，推广血液肿瘤自营学术推广团队的经验，加大直营推广
力度；制定缩宫素鼻喷雾剂、皮敏消胶囊、小儿金翘颗粒、复方黄黛片等30个核心独家产品
的“531”核心产品培育计划，并围绕核心产品继续做好文号转移、工艺优化；继续做好核心产
品的价格维护，保证合理的毛利率；继续做好核心产品的招标挂网、临床路径与专家共识，
为3-5年内实现“531”计划夯实基础。报告期内，依美斯汀缓释胶囊、坤宁颗粒、疤痕止痒软
化乳膏等绝大部分核心产品因文号转移、价格及市场准入等因素不能正常销售，无法集中发
力上量，但复方黄黛片、乳果糖口服溶液、缩宫素鼻喷雾剂、除湿止痒软化乳膏、长春西汀
氯化钠注射液、磷酸川芎嗪氯化钠注射液等可销售产品销售呈倍速增长，同比增长1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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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初显放量趋势。
（2）报告期内，公司把降本增效，持续改善经营作为提升管理的机遇，以优化产能为基
础，将效益观念和产品质量意识扎根在生产过程中，促进了企业在新常态下持续健康发展；
面对医药产品逐渐上量的市场形势，公司通过深挖员工工作潜能、合理调配人员、改进工艺
等来提高药品疗效，为公司医药产品销售提供了强有力的生产保障。
（3）报告期内，按照公司年初既定目标，完成药品批准文号异地转移的收尾工作。完成
了独家新进医保产品妇阴康洗剂文号转移至宿州亿帆；完成了独家新进医保产品依美斯汀缓
释胶囊按技术转移路线转移至四川德峰的现场核查；完成了沈阳澳华产品文号整体转移至四
川德峰，完成了独家新进医保产品皮敏消胶囊内部委托加工现场核查；启动小儿金翘颗粒等
产品的内部委托加工及坤宁颗粒的文号异地转移，为扩充后续医药产品销售增长的产能需求
奠定基础。
（4）报告期内，质量技术管理中心严控产品质量，严把药品生产质量，严格遵守GMP
要求依法合规生产，对公司所属药品生产型公司进行工艺合规自查并承担相关产品技术攻关
工作，积极做好文号转移及委托加工产品的质量与工艺支持工作。报告期内，天长亿帆通过
GMP现场检查，顺利实现GMP认证到期后的再次认证。
3、国际化生产基地如期建设
报告期内，作为承载血液肿瘤在研项目后续生产落地的亿帆制药高端制剂项目，主体建
筑已经封顶，并进入后期设备安装及内部装修建设阶段，为实现年内第一条生产线上线做好
准备。另外亿帆制药高端制剂项目同时也严格按照FDA、EMA、日本PMDA的GMP标准建设，
将承接公司海外引进或买断产品实现在中国境内生产，中外同步申报，同步销售。北京健能
隆生产基地依据FDA、EMA和CFDA的cGMP要求，在质量系统、生产工艺、厂房和设备验证
以及数据完整性等方面进行了持续完善，为F-652工艺验证及F-627的上市获批奠定坚实的基
础。
4、围绕药品制剂国际化战略，继续进行并购整合
报告期内，公司要约收购在澳大利亚交易所上市的新加坡药品企业赛臻公司，成功搭建
了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亚太区域药品销售网络，初步完成了亚太销售体系的布局，截止本报告
披露日，公司已完成了赛臻公司100%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并完成赛臻公司在澳大利亚交易所
退市。报告期内，启动收购意大利注射剂仿制药企业，获得了近30个在欧美上市销售的产品
生产权，并计划在中国境内同步申报。报告期内，继续收购健能隆生物5.2%的股权，持股比
例达59.00%，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持股比例达63.10 %，进一步巩固了对健能隆生物的控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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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5、持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有序推进在研项目后续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以中央研究院及上海健能隆研发团队为基础，在构建未来核心竞争力的
同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并加强了核心产品的研发管理。2018年1-6月累计研发投入2.02亿
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8.69%，较上年同期增长127.92%。
报告期内，公司新获药品及相关专利授权12项，其中国外授权3项。报告期内，公司以人
民 币 2.5亿元购买了三个三代胰岛素技术，并将 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中的 “ 收 购
DHY&CO.,LTD53.80%股权”项目变更为“胰岛素类似物项目”，力争实现在中国境内、欧洲及
美国同步上市销售，正式切入市场较大的糖尿病市场。
报告期内，在研产品F-627的III期临床有序开展，其中美国FDA开展的首个III期临床试验
顺利完成，达到预设目标，第二个III期临床试验病人入组情况顺利，从今年4月25日首例病人
入组起至本报告披露日，在7个国家，31个临床中心，共入组143例，入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在中国境内开展的III期临床试验病人入组较预期更快，自今年4月13日首例病人入组起至本报
告披露日，在12个临床中心，共入组103例，入组比例超过五分之二。在研产品F-652在美国
FDA开展GVHD的IIa临床试验病人入组已完成19例，入组比例超过70%，并向美国FDA提交
了孤儿药延期申请，已基本完成F-652在美国FDA开展的急性酒精性肝炎的IIa临床试验，并达
到预设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关注国家药品持有人制度及注射剂药品再评价政策走向，并设
立合资公司，启动5个头孢类产品的一致性评价准备工作，为公司未来药品制剂增长提供保障。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研发的项目共计68个，其中生物创新药12个、化药39个、中药
12个，原料药（维生素）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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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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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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中“八、合并范围的变更”相关内容。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30 日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