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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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50,277,111.01

704,204,866.86

3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1,960,520.05

72,855,240.86

5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8,820,671.16

71,688,936.27

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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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5,253,915.20

-59,951,173.29

392.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91

0.1035

53.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91

0.1035

53.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8%

2.60%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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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3,311,615.81

5,273,151,714.76

2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00,659,705.20

2,902,575,490.29

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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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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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

138,024,000

质押

71,852,696

由守谊

13.91%

107,899,065

106,920,090 质押

81,236,014

PACIFIC
RAINBOW
境外法人
INTERNATION
AL, INC.

5.86%

45,452,000

烟台金业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3.79%

29,427,480

西藏中核新材
境内非国有法
料股份有限公
人
司

2.45%

19,03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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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17,502,915

17,502,915 质押

15,100,000

徐纪学

1.56%

12,090,678

12,090,678 质押

12,090,000

南京世嘉融企
境内非国有法
业管理合伙企
人
业（有限合伙）

1.16%

8,976,628

辛德芳

境内自然人

1.10%

8,562,166

耿书瀛

境内自然人

0.96%

7,464,803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8,976,628

7,46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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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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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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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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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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在去产能、医保控费、合规运营等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整个医药行业继续维持
中低速增长。在错综复杂的市场形势下，公司积极适应行业新常态，一方面，坚持以利润为
中心的经营策略，“原料药、普通制剂、核医药”三大业务均保持了超越各自细分行业增速的
发展势头。另一方面，公司继续推进在核医药领域的外延式收购工作，继续整合国内外核医
药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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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27.7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4.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196.0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53.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882.0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65.74%。同时，报告期内完成了对南京安迪科的收购，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核医药领域的
领先地位，公司将致力于成为完善的核药和核医学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1）在原料药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原料药业务板块较好的完成了经营业绩指标。战略客
户开发取得实质性进展，市场布局日趋完善，为未来几年的业绩提升夯实了基础。2017年新
建成的肝素钠和低分子肝素新车间顺利达产，并通过了国内GMP、德国汉堡GMP官方审核，
生产系统推行精益生产、节能降耗，保品质提收率，采购系统保证原材料供应安全，质量管
理体系稳中有进，中泰生物获得了USP认证。2018年上半年，公司的肝素钠原料药及依诺肝素钠
原料药零缺陷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现场检查，并收到了FDA的EIR报告，原料药板块重
点推进新客户开发、新车间注册及新工艺开发及老工艺优化等工作，通过ISO18000及ISO14000体系复审，
无环保安全事故，这些工作的完成为原料药业务板块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

（2）在制剂业务方面：报告期内，东诚北方和东诚大洋的产品业务整合工作、重点产品
那屈肝素制剂和氨溴索分散片一致性评价工作进展顺利。制剂板块营销整合打造东诚品牌产
品，重点品牌产品注射用那屈肝素钙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2018年上半年销售达百万支，
销售额同比增长413.06%，将逐渐发展成为同类产品的领军品牌。同时，制剂营销以学术推广
为抓手，多产品线布局，力争制剂板块的高速发展。
（3）核医药业务方面：云克药业继出色完成了三年业绩承诺后，经营业绩继续快速稳步
增长，2018年上半年云克药业实现净利润8,317.33万元，同比增长27.09%。通过核心客户再上量和新
客户开发并重的销售战略的实施，核心产品云克注射液实现销售348万套，同比增长28.67%。
核心产品云克注射液在原有临床应用基础上，进一步开展骨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的拓展研
究，并为骨性疼痛专业治疗的定位积累循证依据。碘[125I]密封籽源项目“实体肿瘤新型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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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治疗药物碘[125I]密封籽源产业化”被列为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工程示范项目。报告
期内，东诚欣科（原GMS(中国)）实现稳健运营，完成年初设定的各项预算目标。各项新业
务取得进一步拓展，上海欣科医药有限公司碳14新合作模式稳步推进，碘[125I]密封籽源自营
业务比重继续提升，氯化锶注射液业务有效拓展，新业务模式的探索为公司全年利润目标的
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4）研发方面：为助力公司未来长远健康发展，公司技术中心及各分子公司研发部不断
进行产品研发储备，重点研发项目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磺达肝癸钠项目、舒洛地特注射液项
目完成中试。依诺肝素钠注射液、达肝素钠注射液、注射用兰索拉唑仿制药注册申请阶段审
评结束，陆续收到国家局现场核查通知；注射用那屈肝素钙新增小规格项目取得药物临床试
验批件。益泰医药完成铼[188Re]依替膦酸盐注射液IIa期临床结题和IIb期临床试验启动。在放
射性药品的创新方面，公司将整合现有的研发资源，专注放射性药品在恶性肿瘤诊疗一体化
的创新研发工作。
（5）外延并购与发展战略：在外延式并购方面，2018年3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由守谊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558号）。2018年4月4日，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安迪
科的股东变更。至此，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公司已持有安迪科100%的股权。2018
年5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东诚药业本
次交易中发行的71,895,606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交易中新增股份的性质为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18年6月14日。公司本次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安迪科100%股
权事项已经办理完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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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医药产业作为公司新的战略增长点，公司将依靠产业和资本优势，整合国内外核医药资
源，逐步把公司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核医药上市公司平台，推动国际先进核医药诊断和治疗
产品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大大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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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与上期相比增加15家公司，分别是本公司新增1家子公
司南京江原安迪科正电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以及南京江原安迪科正电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控
制的公司14家，分别是北京安迪科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江原安迪科药业有限公司、上海
安迪科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西安江原安迪科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贵阳江原安迪科正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安迪科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广东安迪科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青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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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科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安迪科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河北安迪科正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厦门安迪科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香港安迪科电子有限公司、湖北安迪科正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福建安迪科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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