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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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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中期利润不分配，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方盛制药 60399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汉卿 何仕

电话 0731-88997135 0731-88997135

办公地址 长沙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嘉运路299号

电子信箱 xiaohanqing@fangsheng.com.cn heshi001@fangsheng.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826,536,257.39 1,642,658,614.74 1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1,617,225.80 1,053,990,779.86 4.5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348,131.76 79,455,995.10 23.78

营业收入 542,614,002.33 515,643,323.45 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887,227.54 46,350,012.81 1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192,426.55 41,443,012.20 -3.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9 4.60 增加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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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5,00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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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张庆华 境内自然人 35.77 156,619,500 600,000 质押 141,111,478

方锦程 境内自然人 7.16 31,359,400 0 质押 31,359,400

堆龙德庆共生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0 14,434,875 0 无

李飞飞 境内自然人 0.97 4,259,600 0 未知

周永发 境内自然人 0.80 3,500,000 0 未知

李克丽 境内自然人 0.78 3,420,000 0 未知

梁焯森 境内自然人 0.68 2,982,573 0 未知

方传龙 境内自然人 0.67 2,925,000 0 未知

张蕾 境内自然人 0.59 2,597,302 0 未知

李彤 境内自然人 0.43 1,875,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 堆龙德庆共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张庆华先生控股的子公司湖南开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

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为全球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行业各类政策的影响，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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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提升经营质量，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实现了健康、稳健的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54,261.40 万元，同比增长 5.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88.72 万元，同比增

长 16.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3.02%，主要系本期增加

了对参股子公司的委托贷款，故按账龄计提的坏账准备同比增加了 550 万元；此外，本期计提了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费用 683.79 万元，上期未发生该部分费用。

（一）坚持“一体两翼”战略，以制药业务为主体,以健康养老和医疗服务为两翼，进行资源

整合，协同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制药业务，以方盛制药为主体，以湘雅制药、博大药业、三花制药为支撑，充分利用集团营

销、生产、技术等资源优势，实现协同发展。报告期同，公司加强研发资源的投入，通过良好人

才引入机制和激励机制，吸引行业优秀人才的加入，强化新药研发能力，提高自主研发的能力。

同时，快速推进方盛利普的国际工厂建设，打造能同时满足 FDA 和 CFDA 的国际化技术平台。方盛

博大工程正在积极推进，这为提升公司中药提取产能，为高端新药品种的研发提供原料药保障。

医疗服务方面，公司参股子公司佰骏医疗聚焦在肾病领域，业务规模稳步增长，经营业绩持续好

转，公司已与其控股股东就控股权的转移进行商谈，目前正在进行相关审计与评估工作，后续公

司将通过控股佰骏医疗正式切入医疗行业。健康养老方面，通过资源密集投入，夯实管理基础，

扩大投资规模。以湘雅制药的“湘雅夕乐苑”为载体，打造“养老院”和“日照中心”相结合的

养老生活模式，实现养老产业的快速增长。新业务拓展方面，工业大麻项目进展顺利。

（二）主抓内生增长，深化营销改革，提升生产质量

深化营销改革，加强营销团队建设，重点提升营销团队的市场规划能力、业务开拓能力及综

合管理能力，加强区域管理和市场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营销政策及推广策略。公司坚持专业化的

学术营销，报告期内继续加大核心产品学术推广的力度和深度，持续开展各类市场与学术推广活

动，并通过建立标杆市场、标杆客户，狠抓核心市场、培育重点市场，提升市场占有率和覆盖率，

实现业务的稳定增长。同时不断加强规范管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对经营和财务工作进一步规

范化，保障公司健康运营。

提升生产质量管理。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品质为本，开源节流，加强生产设备自动化的升

级和改造，在提升产值、控制成本的基础上，公司持续加强生产全过程质量监管，优化生产管理

流程、优化稳定生产工艺，有效保障了供货和产品质量。同时公司持续实施降本增效活动，鼓励

全员进行提案改善，让每个员工发现改善机会，实现成本节约，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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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提升集团管理能力，夯实企业管理基础

推行卓越绩效管理，建立能者上、庸者下，优胜劣汰的人才机制，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

人才选拔机制和赛马不相马的上岗机制。公司持续完善干部选拔、评估、任免、考核、淘汰、培

训等管理机制，建设一支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干部队伍，全面提升中高层人员的管

理能力和水平。

全力推进信息化系统建设，实现信息化、数字化管理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公司正在分阶段

进行信息化建设，OA 协同办公系统、客户客理 CRM 系统、人力资源 eHR 系统正在实施中，通过信

息化的建议，提高企业办公效率、提升企业管理水平、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为客户创造价值，简化非价值流程，打造卓越业务流程。各经营单位要将淘汰人力手工作业、

提升流程效率与质量作为管理目标之一，放开眼界，学习先进，充分调动员工智慧，将信息、智

能、自动化改善成为部门常态化工作，切实执行公司“信息化、自动化、简捷化”业务流程准则。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 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法。2018 年度半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5,916,505.32
应收票据 15,270,151.55

应收账款 100,646,353.7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8,310,754.56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8,310,754.56

管理费用 50,665,090.33
管理费用 37,117,410.35

研发费用 13,547,679.98

2）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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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

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后，公司根据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列报。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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