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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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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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帆医药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01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德崎

李蕾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锦绣大道与青龙潭路 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锦绣大道与青龙潭路
交叉口，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交叉口，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51-62672019

0551-62652019

电子信箱

xz@yifanyy.com

lilei@ yifany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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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7,795,034.93

2,325,489,138.03

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5,436,473.03

539,642,574.48

-1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32,252,493.15

518,662,301.83

-16.66%

1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1,520,655.05

690,372,610.66

-83.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45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45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1%

8.10%

-0.99%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0,131,615,445.22

9,774,884,476.70

3.65%

6,996,915,379.85

6,623,948,506.23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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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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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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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增利 32 号单一资金信托

1.73%

21,235,29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1.16%

14,218,7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9%

12,164,114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11,710,505

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0.86%

10,617,647

深圳国调招商并购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86%

10,617,647

0.86%

10,617,647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安徽中安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安徽省中安健康养老服务 其他
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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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897,230 质押

194,620,000

质押

10,204,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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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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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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公司转型升级力争突破的一年，也是公司药品制剂业绩腾飞的起始元年。2019
年上半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国内医药行业政策频密出台，不断
深入，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限制辅助性用药、带量采购等政策的深入推进，促使医药制造业
不仅需要度过当下严峻挑战，更要着眼未来，寻求企业的变革与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在坚持 “整合、创新、国际化”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下，认真贯彻落实年初
董事会制定的经营目标，持续巩固原料药板块维生素系列产品的领先地位，积极拓展药品制
剂板块核心重点产品，深入推进国际化并购与整合。报告期内，在全体亿帆医药人共同努力
下实现营业收入251,779.50万元，实现利润总额58,734.36万元及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8,543.6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04%，但2019年第二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
年同期增长57.75%，较2019年第一季度环比增长129.89%，呈逐渐向好态势。
（一）稳步推进重点在研产品，提升公司创新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在研项目管理，持续推进重点在研产品研发进度，合计研发投入
17,493.86万元。
1、报告期内，原料药板块，公司不断通过技术突破与创新来强化自身在维生素行业中的
领先地位，持续优化现有维生素系列产品的生产工艺，使公司产品质量达到目前最严格的质
量标准；并通过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相结合的方式，加大维生素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丰富维
生素产品线，报告期内，在研产品维生素项目进展较为顺利，部分新项目研究取得了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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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甚至略超预期效果。
2、报告期内，创新生物药项目F-627国内III期临床病人已于2019年6月底全部出组，临床
试验工作基本完成。为提升中美同步申报的确定性，经公司内部审慎决定，针对F-627国内外
同时开展的III临床试验的抗体检测筛选、检测与统计方法与美国FDA进行沟通,并得到确认后
再最终进行全部数据统计与分析，预计最快于2019年底出具国内III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
F-627国际第二个III期临床试验于2019年6月在5个国家的47个临床中心完成了全部病人入组。
随着F-627国内外III临床试验收尾工作逐渐完成，公司已基本完成国内外BLA所需的临床前安
全评价试验报告，相关临床、生产环节的总结报告也正在进行中。已基本完成F-652在研项目
在美国开展的GVHD适应症IIa临床试验，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已补充提交F-652在研项目GVHD
的孤儿药资格申请资料，预计9月收到反馈；
在研项目第三代胰岛素类似物项目2019年上半年已完成三个类似物和两个生产使用关键
酶细胞库的技术转移工作。已按CMO现有的仪器设备条件完成对生产赖脯胰岛素及使用关键
酶的生产工艺的优化，并完成胰岛素类似物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的评估和采购计划，以保障后
续胰岛素类似物的放大生产。
3、报告期内，公司复方黄黛片新增适应症治疗慢性髓细胞白血病III期临床试验已入组171
例，并同时启动FDA注册准备。取得新药他扎他索软膏和进口药品硝酸舍他康唑阴道栓临床
试验批件，公司利用现有审批政策，与CDE积极沟通，成功豁免舍他康唑验证性临床试验要
求。
报告期内，有节点性进展的其他在研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研发药品

1
2

伏立司他原料及胶囊
注射用硼替佐米及原料

3

氯法拉滨原料及注射液

4

普乐沙福原料及注射液

5
6
7
8
9

YF-B（H）-2018008
YF-B（H）-2018009a
YF-B（H）-2018009b
YF-B（H）-2018009c
YF-Z-2018013

适应症

研发进展

皮肤T细胞淋巴瘤
补充CDE发补资料
多发性骨髓瘤
补充CDE发补资料
儿童难治性或复发性急性淋巴细胞 完成原料生产验证，制剂待进
性白血病
行生产验证，临床数据整理
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和多发性 完成全部临床及原料生产验
骨髓瘤（MM）患者的干细胞移植 证，准备制剂生产验证
抗感染
完成生产验证，待注册申报
抗感染
已完成生产验证
抗感染
准备生产验证
抗感染
准备进行生产验证
驱邪攻毒，安神定志
已获伦理批件

（二）以坚实的业绩为基础，实现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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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迎难而上，巩固维生素B5系列产品市场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维生素B5等产品市场供需相对平衡，受非洲猪瘟、禽流感等原因导致养殖行
业对饲料的需求下降，使维生素B5等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同时，受环保安全事件
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影响，产能供应相对紧缺，产品价格呈现一定程度上涨。报告期内，公
司原料药板块，依据年初制定的经营策略，充分利用维生素产品市场逐渐向好行情，尽管整
体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但在市场行情多变的情况下，原料药板块仍利用自身产品
技术与成本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的市场地位及市场份额，报告期内，整体实现营业收入
73,416.90万元，仍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并呈逐渐向好态势，继续为公司在药品制剂领域的
战略发展提供持续资金支持。
2、突出重点，寻求国内药品制剂业绩腾飞元年的机遇
报告期内，国内药品制剂板块，在国内药品制剂前期基础夯实的前提下，以“531”核心产
品培育为核心，全力推进核心重点产品的市场销售，也取得较好业绩，整体实现营业收入
157,408.41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531”核心品种自营销售模式打造，根据各产品市场销售情况，及时
调整“531”核心品种及销售策略，厘清重点，针对性突破；同时做好核心重点产品的招标挂网、
临床路径与专家共识，使除湿止痒软膏、小儿青翘颗粒（原小儿金翘颗粒）、妇阴康洗剂、
皮敏消胶囊、银杏叶丸、复方银花解毒颗粒等近半数 “531”核心产品取得倍数增长，集中放
量趋势初显。
报告期内，“531”核心产品依美斯汀缓释胶囊取得转厂再注册生产批件，将为后续国内药
品制剂业绩增长贡献力量；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商务体系的布局与建设，加强对终端市场的把控；以新纳入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产品为核心，持续推进基层事业部建设，在原有安徽基础上，完成山东、
四川、河南、江苏、河北五省的基药团队的初步建设，推进基层销售，拓展基层市场，实现
销售突破。报告期内，国内主要自产产品开始集中上量发力，16个自产产品占整个自产收入
超过70%，集中度高。
3、海外药品制剂销售首次实现开门红
报告期内，公司独家医保及基本药物目录产品复方黄黛片顺利出口智利等国，入选欧洲
白血病专家共识，同时被国际儿科肿瘤学会推荐成功入选国际卫生组织（WHO）基本药物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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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公司产品在全球中的知名度，并实现公司产品海外销售零突破；新加入的新加坡赛臻
公司及意大利特克公司、非索公司利用在亚太地区、欧洲以及中东的销售网络、营销渠道及
市场推广资源优势，公司整体海外药品制剂也取得较好业绩，整体实现营业收入20,966.09万
元，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加大生产基地建设，提升生产制造能力
1、报告期内，为严格保证产品质量，由生产管理中心牵头，联合质量技术中心及各生产
企业成立专项小组，对公司所属药品生产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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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GMP要求依法合规
生产，保证公司产品质量，并结合产品市场销售与需求情况，在现有产品的产能布局基础上，
加快推进相关产品所属生产企业的技改工程建设，重点打造辽宁、四川及安徽药品生产基地。
2、持续推进国际化生产基地建设，为国际认证做好充分准备
作为承接公司高端制剂项目建设的亿帆制药，以取得中国、欧盟等国内外主流针剂药品
市场GMP认证为最终目标，兼有细胞毒及非细胞毒生产线，实现产品国内生产，中外同步申
报，同步销售，提升公司药品生产制造能力。报告期内，亿帆制药完成全部厂区规划验收，
及首期净化工程验收；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已顺利通过药品生产许可的现场核查，取得药品
生产许可证书，并已成立欧盟GMP申报小组，将利用非索医药在欧盟及美国GMP审核认证的
成功经验，积极准备欧盟GMP的认证工作，随时迎接现场检查。
3、报告期内，北京健能隆2019年上半年为充分保证F-627上市前进行商业化生产做了积
极准备。上半年健能隆完成连续五批的F-627原液工艺验证生产，并成功通过欧盟质量专员
（QP）的GMP审查。同时在为后续BLA现场审查做好充分准备的同时，开展综合性精益生产
和精益检测，减少原物料成本、提升生产、检测和放行效率，为上市后商业化的成功打下基
础。此外，因中国现行生物新药的申报法规要求，原液和制剂必须在同一个质量体系下生产，
公司已加速筹建制剂厂的工作，预计2020年第二季度建成。报告期内，完成了在美国CMO工
厂的F-627制剂生产工艺验证的准备工作，预计将于年底完成制剂工艺验证批次。
（四）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境外公司全球化业务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健能隆生物注册地址由英属维尔京群岛迁到开曼群岛，并取得了
由开曼群岛公司注册处向健能隆生物颁发的按延续方式登记的公司注册证书，同时完成国内
相关政府部门的备案手续，本次健能隆生物迁址完成，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开曼群岛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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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上的优势，拓宽了公司融资渠道，优化了境外公司全球业务布局。
（五）注重人才梯队和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凝聚力和竞争软实力
公司高度重视人才储备和培养，努力搭建素质优良、层次合理、专业匹配的人才队伍，
以有效支撑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和战略实现。报告期内，公司为进一步优化激励机制，落实
人才梯队建设，开展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效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凝聚力，促进企业
长期稳健成长。另一方面，为激发员工的责任和活力，公司进一步丰富和创新企业文化表现
形式，通过推广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当责文化，引导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结果为导向，
为目标负全责；提倡员工在组织中建立互助协作、彼此信赖的团队文化，通过丰富关怀措施，
强化垂直及平行沟通，逐步建立职亲文化，营造主动、高效、顺心、温馨的组织氛围，以积
极和谐的文化软实力助推未来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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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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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通知”），对一般企 经公司2019年08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 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
则和财会〔2019〕6号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 会议审议通过。
期间的财务报表。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经公司2019年08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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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会议审议通过。
2019年5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经公司2019年08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
换>的通知》、《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 对会计 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
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并要求自2019年6月起实施。
会议审议通过。

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A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对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主要是科目列示的影响，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也均不产生影响，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19年1月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939,542,3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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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

46,231,417.90

应收账款

893,310,888.3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16,963,636.07

71,965.00

应付票据

53,923,085.11

应付账款

363,040,550.96

71,965.00

B 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对公司本期报表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无须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新金融工具准
则的修订对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不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也均不产生影响，因对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的方法变更为“预期损失法”，合并范围内子公司预期无损失，
不计提坏账准备，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产生影响，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其他应收款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1,543,334,203.47

2,039,594,320.8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6,504,237.24

2,439,022.47

未分配利润

510,851,531.58

883,046,434.19

调整数

调整说明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的方法变更为“预期
496,260,117.38 损失法”，合并范围内子公司预期无损失，不
计提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变化影响递延所得税计
-124,065,214.77
提。
372,194,902.61 坏账准备及其递延所得税变动影响。

C 债务重组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修订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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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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