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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566                                        公司简称：济川药业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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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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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济川药业 600566 洪城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宏亮 李瑛 

电话 0523-89719161 0523-89719161 

办公地址 江苏省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500号B栋

19层 

电子信箱 whl@jumpcan.com liying@jumpc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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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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9,012,555.65 4,987,611,648.59 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98,778,579.24 3,657,337,648.36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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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026,402.08 462,826,119.64 53.63 

营业收入 2,810,169,844.65 2,353,807,652.37 1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1,811,190.24 440,431,138.26 3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5,393,655.20 419,013,772.18 3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1 15.67 减少0.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9 0.560 28.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9 0.560 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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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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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1.48 416,757,360 0 质押 15,000,000 

西藏济川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35 100,000,000 0 无  

曹龙祥 
境内自然

人 
5.79 46,838,458 0 无  

周国娣 
境内自然

人 
2.65 21,440,299 0 无  

西藏恒川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51 12,216,486 0 无  

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7 11,126,102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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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93 7,531,817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

合 
其他 0.65 5,250,014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9 4,794,30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8 4,656,811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济川控股、西藏创投、曹龙祥、

周国娣、恒川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其他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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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以来，随着医改的稳步推进，各类医药行业政策密集颁布，深入开展医药行业的供给

侧改革。2017年上半年延续了医改不断深化的节奏，进一步细化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相关规则，加

快药品审批审评速度，建立健全短缺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和机制，加强抗生素、辅助用药、门诊注

射液使用限制，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2017 版《国家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也完成了调整。在此形势下，公司围绕董事会制定的 2017

年指导思想，坚持实施大品种战略，积极开拓市场资源，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经济指标。 

2017年 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1,016.98 万元，较上年增长 19.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8,181.12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4,539.37万元，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32.10%、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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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1. 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实施大品种战略，加强空白医院及药店的开发力度以及销售团队的队伍

建设，在巩固现有主力品种市场地位的同时，积极推进蛋白琥珀酸铁口服溶液以及东科制药产品

的销售上量，公司主要产品销售稳步增长。2017年 1-6月，蛋白琥珀酸铁口服溶液及东科制药主

要产品的销售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报告期内，除继续巩固现有医院市场外，公司积极开拓蒲地蓝消炎口服液、雷贝拉唑钠肠溶

胶囊、小儿豉翘清热颗粒以及三拗片等产品的 OTC 市场，持续推进门店开发，打造专业的 OTC销

售队伍，药店销售规模和销售占比不断提升。 

同时，公司密切关注国家政策走势，及时掌握政策变化趋势，积极应对各省级医保目录的增

补工作以及招投标工作。 

2. 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的药品注册申报和临床研究工作有序推进，获得了依维莫司片、枳朴润石胶

囊、展筋活血膏的临床批件。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药品在研项目中申报临床试验 9 项，Ⅱ临床

8项，Ⅲ期临床 8项，申报生产 15项。同时，公司积极开展已上市产品的二次开发工作。报告期

内，公司的“中药大品种蒲地蓝消炎口服液二次开发及产业化研究”项目获得中国中医药研究促

进会授予的“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公司与南京中医药大学等单位合作完成的“代表性经典方

剂类方衍化关系与功效物质研究技术体系创建及其应用”项目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的“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获得发明专利 3 项，分别为一种展筋活血膏及其制备方法

（ZL201410035772.9）、一种雌二醇透皮喷雾剂及其制备方法（ZL201310208939.2）、一种雷美替

胺的制备方法（ZL201510010156.2）。 

此外，公司积极筹建上海研发院，同时加强与参股公司南京逐陆在医药研发与投资方面的技

术合作，不断整合研发资源，提升研发能力。 

3. 生产方面 

公司始终践行“品质至上”的质量理念，将药品质量落实到采购、生产、检验、储存、运输

等各个环节，强化风险过程控制，保持 GMP常态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对原辅料供应商、中药材种植基地进行专项审计，并适时组织飞行检查，

强化物料供应商现场管理，从源头上提高产品质量；以新版 GMP 认证和新产品的现场核查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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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行质量风险管理的理念，通过供应商审计、偏差变更管理、生产过程监控、多工序在线检

测等手段，不断强化 GMP 管理；增强生产部产能调度能力，合理安排各车间生产作业，提前规划

新建车间设计、安装、认证、试生产及投产工作。 

4、融资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申报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公司于 2017 年 5月 9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7年 5月 25日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

公开发行可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的议案，拟通过公开发行的方式募集不超

过 8.60亿元用于公司的杨凌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3号液体楼新建（含高架库）项目、口服液

塑瓶车间新建（含危化品库）项目及综合原料药车间新建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810,169,844.65 2,353,807,652.37 19.39 

营业成本 412,813,878.81 347,053,638.48 18.95 

销售费用 1,500,406,314.05 1,295,986,834.59 15.77 

管理费用 197,134,379.27 174,062,282.23 13.26 

财务费用 -6,756,101.01 -3,504,036.87 -92.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1,026,402.08 462,826,119.64 53.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2,760,935.28 -321,058,263.89 -6.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9,417,349.02 82,399,849.74 -815.31 

研发支出 89,473,780.24 68,598,785.10 30.43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财务费用下降主要系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销售

规模扩大资金回笼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减少主要系 16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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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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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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曹龙祥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年 7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