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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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诚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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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7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白星华

王永辉

办公地址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白山路 7 号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白山路 7 号

电话

0535-6371119

0535-6371119

电子信箱

stock@dcb-group.com

stock@dcb-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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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204,866.86

485,519,090.17

4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855,240.86

55,242,860.49

3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1,688,936.27

52,082,265.10

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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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951,173.29

30,674,837.16

-295.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35

0.0835

23.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35

0.0835

23.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2.67%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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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9,218,951.32

4,267,938,757.77

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13,305,139.60

2,767,760,258.43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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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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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东益生物 境内非国有法
工程有限公司 人

19.62%

138,024,000

质押

118,201,000

由守谊

13.27%

93,356,895

92,822,895 质押

67,250,000

PACIFIC
RAINBOW
境外法人
INTERNATION
AL, INC.

8.14%

57,240,000

烟台金业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4.48%

31,495,680

西藏中核新材
境内非国有法
料股份有限公
人
司

2.99%

21,003,498

厦门鲁鼎思诚
股权投资管理 境内非国有法
合伙企业（有限 人
合伙）

2.49%

17,502,915

17,502,915

辛德芳

2.20%

15,462,841

15,462,841

烟台华益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1.74%

12,277,059

徐纪学

1.72%

12,090,678

0.61%

4,299,817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融通医疗保
人
健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2,090,678 质押

12,090,000

上述股东中，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守谊持有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51%股权，其妻子和女儿持有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49%
的说明
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守谊作为厦门鲁鼎思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
合伙人占有其 24.29%的出资比例，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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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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7年上半年，医药行业政策的调整期和市场动荡期，国家医药政策频出，尤其是随着新医改政策的
不断推进，两票制、一致性评价等政策落地，让行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秉承既定
的“原料药和制剂业务并重、内生式增长与外延性拓展共进，在生物制药领域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战
略，一方面稳固原料药业务的基础地位，加强制剂业务的精细化营销工作，确立其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
点，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外延式收购工作，打造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总体良好，
实现营业收入70420.4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5.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85.52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31.88%。
（1）在原料药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重点调整了主打产品的经营策略及各系统的考核办法，增强了
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中泰生物硫酸软骨素工厂顺利通过美国药典委员会GMP现场检查，并收到了美国药典
委员会颁发的GMP证书。在巩固现有市场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拓展新客户和新市场，肝素类产品在亚非市
场取得了销售突破，在国内市场销售再创新高，类肝素在日本销售稳步攀升，超额完成公司年初制定的预
算目标。
（2）在制剂业务方面：一方面，公司继续以子公司北方制药为载体，结合公司生物医药工业园的现有品
种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尿促性素、绒促性素、降纤酶、尿激酶及在研的低分子肝素产品、保健品等，不
断筛选骨科，心脑血管，妇儿科等治疗领域具有战略价值的产品或企业，不断丰富产品线。同时，专业化
制剂营销团队经过三年的发展与磨合，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制剂营销体系。重点产品百力舒“注射用那屈
肝素钙”定位为唯一粉针且兼有小剂量的CFDA新标准低分子肝素钙，在同类产品销售增长中遥遥领先。重
点品种盐酸氨溴索分散片，按照CFDA要求，率先启动临床一致性评价试验，争取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的先
发优势。制剂营销中心在现有架构基础上2017年成立商务部，实现商务体系建设从无到有的突破，建立了
商务部、市场部、销售部三个部门独立运营、相互关联、相互监督、 相互协助的运营架构。
（3）核医药业务方面：云克药业依托高壁垒、良好的疗效、强大的营销能力，未来几年将会继续保持较
快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公司在预算管理、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OA办公系统等方面得以明显提
升。科研项目稳步推进、安防环保严谨合规、质量管理精益求精；新生产线的建设及产业基地的征地等相
关工作已上会审批。2016年公司新并购的GMS业务保持了稳定发展，随着公司行业内整合和管理输入的深
入，GMS的业绩增长率将会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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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发方面：公司多项重点研发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那屈肝素钙完成临床一致性评价试验和增加
规格项目的申报。盐酸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片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数据统计，准备生产申报。达肝素钠和
依诺肝素钠分别提交注册发补资料。知识产权方面，递交发明专利申请3项，积极进行产品专利保护布局。
此外，公司盐酸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项目成功入选山东省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氨糖保健品项目成功通过
十二五海洋项目验收，与此同时，公司正在积极争取十三五海洋产业链项目的申报，积极利用各项产业扶
持政策，为企业发展助力。
（5）外延并购与发展战略
在外延式并购方面， 2017年1月3日，公司因筹划以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南京江原安迪科正
电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停牌。安迪科成立于2006年，主要从事体内放射性药品的生产、销售
及相关配套服务和销售配套产品等。目前安迪科的主要产品18F-FDG的药品（FDG药品），被广泛应用于
PETCT显像诊断，可早期发现全身肿瘤病灶，准确判断其良、恶性，从而正确指导临床治疗决策。安迪科
是国内拥有FDG药品批准注册文号的两家企业之一，盈利能力强，市场占有率达40%左右，目前已在南京、
上海、武汉等超过20个城市建立了配送服务中心和药品生产基地。本次收购目前进展顺利，是公司在核医
药领域的又一次重大资产收购。通过收购安迪科，东诚药业完成了单光子药物和正电子药物全覆盖。成为
一家完善的核药和核医学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将大幅地提升东诚药业在核医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整体实
力，极大巩固公司在核医药领域的领先地位。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发展战略为指引，通过外延式并购和内生式拓展，继续关注和推进在强放射性核素
制药板块、国内外核素新药方面的投资机会，以及核医疗及相关个性化医疗产业的投资机会，稳扎稳打，
逐步将公司打造成具有发展潜力的核医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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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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