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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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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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7,922,785.75 6,662,544,812.64 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595,255,785.55 4,401,810,672.43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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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908,181.49 711,026,402.08 43.72 

营业收入 3,803,724,677.40 2,810,169,844.65 3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42,516,978.97 581,811,190.24 4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24,765,078.71 545,393,655.19 5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97 15.61 增加2.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41 0.719 44.7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38 0.719 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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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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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8 416,757,360 0 质押 37,500,000 

西藏济川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28 100,000,000 0 无 0 

曹龙祥 
境内自然

人 
5.75 46,838,458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

合 
其他 2.09 17,010,329 0 无 0 

西藏恒川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50 12,216,486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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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79 6,466,636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71 5,749,269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顺长城新兴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5,644,69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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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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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川

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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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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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继续深化推进，国家药监局、国家医保局相继挂牌成立。

在研发方面，国家药监局（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药品监管部门）2016 年开始的审评审

批制度改革重点也从解决积压逐步向鼓励创新方向发展，从研发、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等各个环

节鼓励企业创新研发。在市场方面，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医保支付改革、招投

标政策改革，医药行业将受到深远影响。 

在此形势下，公司围绕董事会制定的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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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0,372.47 万元，较上

年增长 35.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251.7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2,476.51 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44.81%、51.22%。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1、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研发投入，加强研发项目立项，有序推进研发项目进程，稳步推进上海

研究院建设项目，同时不断扩充公司的技术研发队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了琥珀酸普芦卡必利片、他达拉非片的 BE试验。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药品在研项目中获得临床

试验批件 17项，进入 BE试验 1项，完成 BE试验 2项，Ⅱ期临床 3项，Ⅲ期临床 8项，申报生产

16项。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蒲地蓝消炎口服液的二次开发项目，

为后续产品的质量控制提供了有力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 5 项专利，包括一种蒲地蓝抗菌止痒沐浴露及其制备方法

（ZL201510834512.2）、泊沙康唑口服混悬剂及其制备方法（ZL201510360335.9）、一种西他沙星

的合成方法（ZL201610106386.3）、一种西他沙星颗粒剂及其制备方法（ZL201610106385.9）及一

种中药复方及其在制备治疗慢性盆腔炎的药物中的应用（ZL201410804650.1）。 

2、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中药材的基源研究和资源评估，药材资源供应稳定；持续完善产品

全过程质量追溯和品质控制系统，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控；持续强化 GMP督查、审计和自检力度，

确保 GMP 管理常态化。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原料药五车间（亚甲蓝、利多卡因、丙胺卡因、盐

酸利多卡因）、口服液五车间（合剂）、中药二车间（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的 GMP 认证现场检查工



作。公司经营产品质量稳定，无药品质量事故发生，无不合格产品被公告等情况。 

同时，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有序推进 3 号液体楼项目、开发区项目、杨凌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等产能扩充项目的建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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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除继续巩固现有医院市场外，公司积极开拓 OTC 零售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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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公司与中康资讯联

合举办了首届“同舟论坛”—全国 OTC 连锁峰会，与连锁药店共同探索院外药学服务的新模式，

输出公司在医疗市场积累的学术推广经验及品牌声誉等资源，促进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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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蒲地蓝消炎口服液新进入的河南、吉林、山东、安徽省

新版医保目录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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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