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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9                           证券简称：上海凯宝                           公告编号：2019-061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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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凯宝 股票代码 3000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立旺 马聪影 

办公地址 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程普路 88 号 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程普路 88 号 

电话 021-37572069 021-37572069 

电子信箱 kbyydmb@126.com kbyydmb@126.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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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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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787,880,812.29 906,650,078.41 -1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2,997,695.51 183,136,931.33 -1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45,002,115.27 177,217,844.83 -1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7,306,030.84 108,215,232.60 17.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35 0.1717 -16.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35 0.1717 -16.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3% 7.48% -1.4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808,910,905.02 2,747,388,592.99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96,174,843.00 2,485,128,992.94 0.4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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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来安 境内自然人 30.01% 321,580,740    

新乡市凯谊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26% 88,470,019  质押 52,6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0% 31,053,88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14,525,819    

穆竟男 境内自然人 0.77% 8,211,182    

穆竟伟 境内自然人 0.66% 7,041,000 5,280,750   

刘宜善 境内自然人 0.49% 5,248,268    

杜发新 境内自然人 0.48% 5,110,000    

苗增全 境内自然人 0.40% 4,298,643    

陈丽娟 境内自然人 0.40% 4,280,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穆来安、新乡市凯谊实业有限公司、穆竟男、穆竟伟为关联股东；刘宜

善、杜发新、苗增全为新乡市凯谊实业有限公司股东。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苗增全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975,094股，通过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

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323,549股，实际合计持有4,298,643股；公司股

东陈丽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4,280,700股，实际合计持有4,280,7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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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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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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2019年，随着国家医改政策的持续深入推进，医药行业不断强化监管规范，医保控费、两票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4+7”

药品国家集采、DRGs和国家重点监控药品目录等政策陆续实施，对医药行业的市场带来巨大冲击。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78,788.08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3.10%；实现营业利润18,044.50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6.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5,299.77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6.46%。 

生产质量方面：公司始终将产品质量与安全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要务，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强化现场管理、强化质

量意识，深入推行GMP常态管理。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定期组织开展的技术改进、技术攻关活动，实现质量提升和成本节
约；组织完成硬胶囊剂生产线的GMP再认证并取得GMP证书；全资子公司新谊药业完成片剂、硬胶囊剂、丸剂（水蜜丸）、

颗粒剂（含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的GMP再认证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共接受5次外部检查，均顺利通过。 

产品研发方面：研发与创新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内，公司研发工作扎实推进，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

度，有序推进研发项目进程，不断丰富产品梯队化建设，同时不断提高科研队伍的综合素质，提升公司科研创新能力。报告

期内，公司一方面加强自身产品的研发进度，加快推进主营产品痰热清的二次开发及系列品种的研发进度，积极推进国家“十

三五”重大新药创制项目“体外培育熊胆粉”、痰热清注射液再评价及痰热清注射液抗耐药菌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对外积
极考察，围绕呼吸、心脑血管、消化以及肿瘤等四大领域开展工作，以不断丰富产品梯队化建设，逐步完善产品及销售的协

同效应。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发明专利2件，外观设计专利2件，实用新型专利设计4件，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市场营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密切关注医药行业的政策变动及市场变化趋势，及时调整营销政策并精准扩散至

市场，以学术为引领，以临床价值为核心，将学术推广和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及空白市场；通过持续的学

术推广活动，促进公司核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带动新产品熊胆滴丸、痰热清胶囊的渠道布局和市场推广。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凯宝健康结合多年的技术积累，以精准医疗、靶向医疗的理念开发出消字号、械字号等产品，采

用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加快已上市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 

内部管理方面：企业靠管理，管理靠制度，制度是企业发展的坚强基石。报告期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促进公司规范运作；通过推行“精准管理”理念，明确岗位职责，紧盯目标，重在落实；进行骨干员工的培养工作，吸引和留

住优秀人才，加强绩效考核，调动员工积极性；不断开展增收节支工作，强化成本管理，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投资者管理方面：公司始终将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工作中的重点，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召开2018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于2019年6月，参加由上海上市公司协会、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借助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

平台，举办的“2019年上海地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活动，进一步加强公司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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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认同，树立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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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并

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号）。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对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相应调整。 

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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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以上会计政策的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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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穆竟伟 

2019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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