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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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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宝岛 60356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霍光 王震宇 

电话 0451-86811969 0451-86811969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烟台

一路8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烟台

一路8号 

电子信箱 zbddsh@zbdzy.com zbddsh@zbd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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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2,483,674.61 6,418,989,445.45 -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347,703,293.06 4,301,238,377.80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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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259,689.21 -315,774,581.17 177.04 

营业收入 1,164,036,145.73 926,539,181.14 2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9,522,754.26 208,204,644.94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0,747,694.18 175,702,651.40 -14.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53 5.07 减少0.5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50 0.2452 -4.1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50 0.2452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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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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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林创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67.83 576,000,000 576,000,000 质押 154,900,000 

虎林龙鹏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6.96 144,000,000 0 质押 74,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安中证医药 100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12 1,035,468 0 未知   

北京绿竹生物技术股份有 未知 0.11 902,033 0 未知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成长多因子量

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10 816,685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09 767,650 0 未知   

林曙阳 未知 0.08 720,000 0 未知   

王平 未知 0.08 670,000 0 未知   

曾志添 未知 0.08 657,685 0 未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07 602,111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虎林创达投资有限公司与虎林龙鹏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虎林创达投资有限公司和虎林龙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

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

知其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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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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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是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上半年国务院《“十三五”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规划》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7 年重点工作任务》等重要文件密集出台，

全面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大力推动医疗联合体建设，医疗机构全部取消药品加

成，重点实施医保支付改革，国家医改进入深水区，医药行业继续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 

上半年，在行业监管加剧、政策调整频繁和市场竞争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公司审时度势，

预先布局，主动作为，坚持以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聚焦医药卫生供给侧改

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依靠“五位一体”的战略顶层设计，重点在多元化产业布局、优化产

能结构、加快新产品开发引进、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方面做文章，初

步建立起了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核心、以终端为抓手、以轻资产重效益为遵循的经营管



理体制，圆满完成了上半年各项工作目标。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16,403.61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25.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52.28 万元，同比下降 4.17%。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1.生产方面： 

公司始终贯彻“以质量争生存、以标准上档次、以品牌促发展、以团队创效益”的战略

指导思想，高度重视产品质量，不断强化生产安全管理。公司产品严格按照 GMP 管理标准，

从原材料的甄选、半成品的提取再到成品的放行，各个环节严格把控，并制定了全员质量责

任制，严把产品质量关。同时公司积极开展内部审计评价药品质量风险，降低企业内部风险，

建立健全市场药品安全风险管理模式，进一步提高药品质量安全。上半年，公司开展了质量

品牌工程建设，申报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2.销售方面： 

报告期，公司不断优化营销策略，完善市场营销模式，促进市场开发与上量。以学术教育

和学术推广为纽带，实现医院开发和终端上量、打造样板市场，发挥标杆示范作用；积极筹

办专业学术会议，上半年组织、筹备、开展第二届中国微循环周、中国中西结合学会周围血

管疾病专业基层工作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爱腿日” 共 2场专业学术会议；强化专家体系

建设，为产品提供学术支撑；通过学术冠名合作，提升企业影响力，打造市场营销新局面。 

3.研发方面： 

上半年，公司积极推进新品种引进及转化，有序开展老品种的二次开发，加大实施知识

产权战略，强化专利申报，关注国家政策导向，快速推进化药仿制药固体口服剂一致性再评

价工作。同时，借助政策利好，积极推进配方颗粒剂经典方研究工作，不断提高公司产品科

技水平。2017上半年共申报专利 16项，其中发明专利 11项，外观专利 5项；获得授权专利

6项，其中发明专利 5项，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医药商业方面： 

依据国家医药政策和市场环境，公司医药商业立足企业现有发展阶段，重点在构建成熟

的业务模式、打造完善的管控模式、强化经销商管理、完善业务布局等方面下功夫，在集中

配送和产品代理方面形成了新的利润增长点。目前，医药商业已形成了 4 家商业公司的运营

体系，对 19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实行集中配送，中标或达成配送意向的医院有 1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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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