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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3998                                    公司简称：方盛制药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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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31-88908647 0731-88908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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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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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258,974.43 1,066,675,282.39 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95,449,772.97 885,436,852.4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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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4,901.94 33,885,627.61 -42.85 

营业收入 217,775,777.11 228,854,796.38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7,824,471.88 47,674,036.77 -2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32,068,075.05 48,170,061.15 -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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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18 5.73 减少1.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34 -73.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34 -73.5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2016 年 5 月，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总股

本由 141,732,240 股增至 425,196,720 股，本报告期每股收益按最新股本计算。因此，同比

出现大幅下降。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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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9 156,019,500 156,019,500 质押 54,360,000 

北京昆吾九鼎

医药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5 47,832,720 0 无 0 

方锦程 境内自然人 9.43 40,111,500 0 质押 31,700,000 

湖南共生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4.59 19,500,000 0 无 0 

黄海军 境内自然人 2.16 9,184,500 0 无 0 

李飞飞 境内自然人 1.41 6,000,000 0 无 0 

杨小尉 境内自然人 1.38 5,850,000 0 无 0 

何晔 境内自然人 1.16 4,932,500 0 无 0 

梁焯森 境内自然人 1.01 4,299,750 0 无 0 

方传龙 境内自然人 0.92 3,9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以上股东中, 湖南共生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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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

军先生为张庆华先生姐夫。其他股东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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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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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行业内外变化，以年度经营计划为执行纲要，高效完成

了搬迁新址、现代化产出改造等工作；同时，扩充研发队伍，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引

入国外先进技术，不断提升研发技术实力；通过深化营销体系改革，探索营销新模式，

以提升市场开拓能力。此外，公司还对现有业务模式、子公司股权结构等关系长远发

展的领域进行了探索性尝试，方盛医药引入了业务团队合作伙伴，试水“事业合伙人”

计划，助力医药商业业务发展；宏雅方盛引进战略投资者，股权结构优化后的经营团

队实力显著增强。 

报告期内，在经济下行和行业政策变革的双重压力之下，公司采取系列措施积极

应对“两票制”、“营改增”等各类政策调整，保证了经营业绩的基本稳定，实现营业

收入 21,777.58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82.45 万元。报告期内，

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1、乔迁新址，产能提升，企业发展开启新篇章 

报告期内，公司正式搬迁至方盛制药工业园，新的工业园区总占地面积达 150亩，

规划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目前已完成了一期、二期工程建设并投产使用，具备了

完整的中成药、化药现代化生产车间且各生产线一次性通过了新版 GMP认证，现代化

的办公大楼大大改善了公司的工作环境，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整体形象。随着园区各

项功能的逐步完善，总体产能和产品品质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与优化。现代化生产布

局将为后续各类产品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公司综合市场竞争实力也将得到不断提

高。 

2、立足国内，布局全球，产品技术创新上台阶 

新药研发能力是公司持续优化提升的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以技术发展规

划为指导，逐步构建了以母公司为研发控制中心，各下属专业技术子公司拓展研发产

品，并涉足投资国际研发技术的新格局。具体而言，方盛育臣以生物药品研发为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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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现有的设备及人员配臵能满足生物制品从上游工程菌构建到下游蛋白分离纯化

的全过程，目前有一个多肽类的生物制品研发进展顺利；方盛华美主攻抗癌新药的研

发，目前拥有全球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新药“注射用迪安替康纳”正在进行一期临

床研究，拟用于治疗结直肠癌、小细胞肺癌；在国际研发技术的引进方面，董事会已

于7月10日召开会议同意公司入股LipoMedics,Inc.，此次投资入股LipoMedics,Inc.

将实现公司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完成国际认证、实现海外业务的布局和拓展的三大战

略目标，对公司新技术、新产品的储备与研发实体的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正式通知，将对公司科

技项目研发、项目成果转化、高级人才引进及科研团队培养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有

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新增授权发明专利 3件，新获得生产批件 1个。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共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4 件，外观专利 2 件，生产批件 127 个，新

药证书 18个。 

3、创新改革，产业扩张，并购联盈谱辉煌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对产业布局进行多方位的探索创新。医药商业方面，优化方盛医

药股权结构，以试水“事业合伙人”计划的方式引入新股东，助推业务能力全面提升。

新股东将已经成熟的医药商业经营团队、存量业务与方盛医药进行了全面整合，后续

将在新特药总经销、药品集中供应、基药业务、医院配送、终端医药物流等细分业务

市场全面发力，力争快速实现业务规模、盈利能力双提升的发展目标；健康消费产业

领域，湘雅制药现已成功开发了保健食品、女性卫用品、化妆品等业务，各业务目前

均实现了产品上市销售，随着市场规划的逐步推进，各新增业务实现平稳增长且后续

发展势态趋好；现代医学产业方面，宏雅方盛成功引进战略投资者，其专业水平与综

合实力得到提升，业务及研发团队更趋专业精干，后续将集中定位于以基因技术为主

导的第三方检测业务的发展；此外，方盛生物加紧洽谈购地投资建设化学原料药、中

药提取基地，已于 8月 3日与望城区人民政府签署《方盛生物中药、原料药及制剂生

产项目商务协议》，就项目规划、选址与建设等方面达成意向合作协议，有利于推动

公司新药品种的开发、完善公司的产业链，缓解中药提取产能不足的矛盾。 



 
                                                     

                                                                  方盛制药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 5 页，共 10 页 
 
 

报告期内，公司在保障制药核心业务稳步发展的同时，通过系列举措，不断发展

状大医药商业、现代医学、健康消费、专业医疗等业务，全力将公司打造成一个以制

药工业为中心的健康产业集团型企业。 

4、夯实管理，优化流程，提质改造奠增长基石 

报告期内，公司在注重业务发展的同时，不断夯实经营管理，提升运行效率，开

展了生产作业标准化、开源节流、流程体系优化、绩效体系改善等系列管理提升专项

工作，并通过营销业务模式改革等方式积极应对当前的“二票制”、“营改增”等政策

的影响。通过经营管理工作的改善和创新，优化了内部流程，为公司后续快速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5、多措并举，建设团队，人才培养促基业长青 

一直以来，公司十分注重团队建设与培养，报告期内推出并实施了“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使公司核心骨干团队的凝聚力、向心力进一步加强；同时，分别对管理、

研发、营销与生产人员开展了系列的专业培训，并以文化为引导，不断强化优化创新、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通过各种先进管理方法、管理理念的导入，使管理者的团队协

作意识大大提升，团队管理能力也得以进一步的提升。报告期内，公司还开展了战略

人才储备和培养规划，并将以此作为支撑公司快速发展的一项长期重要举措。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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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775,777.11 228,854,796.38 -4.84 

营业成本 102,297,852.26 102,302,819.73 -0.005 

销售费用 30,283,885.03 26,991,013.26 12.20 

管理费用 44,784,215.26 35,047,194.30 27.78 

财务费用 -3,369,620.24 -3,503,116.10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64,901.94 33,885,627.61 -42.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200,438.04 -156,801,824.5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738,522.00 -13,461,939.60 372.91 

研发支出 5,909,135.39 5,732,359.25 3.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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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较上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年同期购买了 1.2亿理财产品尚

未收回，本期有 0.3 亿理财产品、1.9 亿结构性存款尚未到期收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向员工授予限制性股票收到投

资款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公司利润构成及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不适用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按照年度经营计划，稳步的推进各项工作，各项工作目标基本按进度完成。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主营业务收入 216,537,324.92 101,868,833.89 52.96 -5.05 -0.19 减少 2.29个百分点 

其他业务收入 1,238,452.19 429,018.37 65.36 55.87 81.90 减少 4.96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心脑血管 63,290,659.85 22,419,154.35 64.58 -22.72 -23.77 增加 0.49个百分点 

抗感染 29,354,898.58 15,546,806.03 47.04 -18.00 -15.48 减少 1.58个百分点 

儿科 35,510,407.49 18,462,168.65 48.01 2.85 4.93 减少 1.03个百分点 

妇科 19,301,489.17 9,509,655.59 50.73 -26.13 -24.26 减少 1.22个百分点 

骨伤科 31,604,954.04 9,527,111.45 69.86 19.01 -5.33 增加 7.75个百分点 

其他 20,676,067.96 12,795,787.37 38.11 -10.69 -8.93 减少 1.2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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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小计  199,738,477.09 88,260,683.44 55.81 -12.42 -13.53 增加 0.57个百分点 

商业小计  16,798,847.83 13,608,150.45 18.99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其他业务收入上升主要系新增房屋租赁项目所致；分产品中商业收入系子

公司湖南方盛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开展所带来的收入。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湖南 63,786,591.36 35.26 

华北地区 30,553,010.29 -36.73 

华东地区 36,544,074.54 -2.63 

华南地区 14,026,258.94 -9.75 

华中地区 33,249,501.16 -8.65 

西北地区 7,282,026.59 -6.27 

西南地区 31,095,862.04 -12.09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1）报告期内，子公司方盛医药业务提升导致湖南地区本期收入增长； 

2）报告期内，华北地区营业收入较上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该地区行业竞争激烈，

业务收入同比有所下降。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成立之初便将“新药研发能力”定位为公司核心竞争优势，力求整合顶尖

新药研发资源优势，实现化药、中药、生物药三大领域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在中

成药领域，已成功开发“欣雪安”牌心脑血管科、“金蓓贝”牌儿科、“美尔舒”牌妇

科、“方盛堂”牌骨伤科及消化科等系列产品。在化学药品制剂和生物制剂领域，公

司还将重点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防治重大疾病（如癌症）的新药，形成独有的核

心技术和创新实力。 

（一）公司专利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专利情况：（1）“吉法酯的制备方法”发明专利证书

（专利号：ZL201310006142.4）；（2）“硝呋太尔的制备方法”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号：

ZL201310716868.7）；（3）“喜树碱衍生物以及其制备方法、药物组合物和用途”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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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证书（专利号：ZL201280032341.6）。  

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共拥有发明专利 24项，外观专利 2项。 

公司一直重视专利技术的开发与获得，并通过专利保护、行政保护等构建核心产

品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确保公司产品的市场独占优势。   

（二）入选基本药物目录、医保目录情况  

1、基本药物目录情况     

公司重点品种“蒙脱石散”、“奥美拉唑肠溶片”、“甲硝唑栓”等入选《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2012 年版），多个重点品种入选各省基本药物目录，如“血塞通分散片”

入选《北京市基本药物目录》、“藤黄健骨片”入选《湖南省基本药物品种剂型和规格

目录》（2011 年版）、《广东省基本药物增补品种目录》（2013 年版）和《江西省基本

药物增补目录》（2013 年版）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湘雅制药共有 18个产品品规入选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年版）。 

2、医保目录情况 

公司重点品种“头孢克肟片”、“藤黄健骨片”、“头孢丙烯片”与控股子公司重点

品种“血塞通片”、“健胃愈疡颗粒”等入选《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药品目录》(2009 年版)。此外，公司多个重点品种入选各省医保目录，如：“血塞

通分散片”入选《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1年版）、

《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0 年版）和《云南省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0 年版）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湘

雅制药共有 54个产品品规入选《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09年版)。 

公司重视产品入选基本药物目录、医保目录等带来的更多市场契机，激励公司销

售人员更加积极地开拓市场，为公司销量的持续提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三）研发产品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了复脉定胶囊的药品注册批件。 

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共获得 127个药品生产批件，新药证书 1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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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技术及平台建设 

公司血塞通分散片、藤黄健骨片、金英胶囊、元七骨痛酊等多个产品均拥有国家

专利保护，金英胶囊获评为中国专利奖优秀奖，同时被国家科技部等四部委联合认定

为“国家重点新产品”，“金英胶囊创制的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获得湖南省科学技术进

步三等奖。“迪安替康抗结直肠癌的Ⅰ期临床和Ⅱ期临床研究”（注射用迪安替康纳已

获国家食药总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详见公司 2015-053号公告）和“治

疗乙型病毒性肝炎中药新药——益肝清毒颗粒临床试验研究”两个课题已被国家科技

部立项成为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公司经国家人事部批准设立了国

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通过六部委获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并经湖南省科技厅

批准组建“湖南省心脑血管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湘雅制药均

被评为“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 

（五）研发人才 

 尖端的研发团队是新药研发的保障，公司的研发人员占员工比例超过 10%。方盛

华美周文强博士被评为“湖南省百人计划”、长沙市“313计划”国际高端人才，并被

湖南省政府授予“湖南省特聘专家”称号。方盛华美邓静博士入选长沙高新区“555”

高层次人才。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

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本公司将湖南湘雅制药有限公司、湖南方盛华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方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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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有限公司、湖南方盛育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珠海方盛康元投资有限公司和湖南方

盛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6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附注中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

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庆华 

2016年 8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