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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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衍新药 60312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大鹏 贾丰松 

电话 010-67869582 010-67869582 

办公地址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

街甲5号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 

街甲5号 

电子信箱 gaodapeng@joinn-lab.com jiafengsong@joinn-l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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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670,594.17 1,141,409,701.02 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3,871,291.46 651,319,438.78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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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32,570.01 57,412,675.75 28.43 

营业收入 200,863,882.79 135,124,241.44 4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36,252.50 22,439,702.47 7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28,633,219.01 15,295,065.85 87.21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3 3.95 增加2.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4 7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4 7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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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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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宇霞 境内自

然人 

28.38 45,784,620 45,784,620 质押 22,665,952 

周志文 境内自

然人 

15.61 25,192,076 25,192,076 质押 16,366,000 

顾晓磊 境内自

然人 

8.75 14,113,176 0 质押 13,412,000 

顾美芳 境内自

然人 

6.00 9,673,776 0 质押 9,197,776 

左从林 境内自

然人 

4.46 7,191,240 7,171,640 质押 999,6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2 2,456,757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7 2,211,057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4 2,159,611 0 无 0 

华夏未来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华夏未来欣耀 1 期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1,932,103 0 无 0 

孙云霞 境内自

然人 

1.06 1,717,156 1,697,556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冯宇霞与周志文系夫妻关系；2、顾美芳与顾晓磊系姑

侄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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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保持快速增长，经营业绩大幅提升，实现营业收入 200,863,882.79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8.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36,252.50 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78.86%。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如下： 

（一）人员队伍建设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员工队伍进一步壮大, 建立了近 1000 人的专业服务团队，现有的临床

前研究服务团队的质量和素质进一步提高，临床试验服务团队和药物警戒服务团队初具规模；继

续优化组织架构，丰富人员职业通道发展体系，提高管理效率；完善了薪酬体系，不断提高员工

的劳动积极性，为此公司于 2019 年 7 月推出 2019 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激励计划，人员覆

盖范围和激励数量进一步扩大；积极开拓国外人才市场，引进国际化及国内短缺的人才，人才队

伍更加国际化和专业化；公司坚持员工队伍培养教育，组织了系统的内部技术培训和考核，提升

了员工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质量意识。   

（二）设施建设、设备建设 

随着我国新药审评速度的加快，药物研发企业对非临床评价的总体研究进度要求提升，CRO

的设施、设备与人才需求同等迫切。昭衍新药在募集资金到位后，结合行业快速发展和目前产能

不足的情形，积极加强试验设施和试验设备的建设，在产能扩张中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设施建设：北京昭衍小动物房翻新建设计划已完成，并于 2019 年 6 月份投入使用，可一定程

度缓解设施供应紧张情况；结合公司募投计划，2019 年上半年新投入使用动物房 3 号楼、7 号楼，

使得苏州昭衍动物房设施大幅增加，极大的提升了服务通量与容量。另有部分功能实验室正在装

修过程中，预计在 9 月份投入使用，设施容量的扩充和优化，对现有的服务能力以及新增的临床

分析业务能力都将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设备建设：公司根据试验需求进一步加大设备投入，购买了大批专业仪器设备，提升专业服



务能力和生产效率，特别是在生物分析、眼科、呼吸以及心血管药理等专业给予了特别的投入，

同时购买了大批动物饲养设备，大大提高了动物收容量。 

（三）业务能力建设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强在生物技术药物评价领域先进技术的探索，不断提升自身的

综合服务能力。同时，公司在眼科药物评价特色领域取得较大突破，如建立了食蟹猴眼压动物实

验模型，完成了验证实验，并已成功为美国委托方完成两个治疗青光眼新药的药效实验，成为国

内首个具有此类 CRO 服务能力的实验室；为了拓展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公司计划在 2019 年下半年

提交材料申请国家农业部的 GLP 认证检查，为开展非药物的评价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公司也在

积极论证开展兽药 GLP和 GCP 的认证工作，以进一步提高公司在食品动物新型动物保健品、药品、

疫苗及饲料的筛选、功效和安全性评价及其它检测项目的服务能力；公司着手建立的放射性同位

素实验室，建成后可具备独立开展动物 PET-CT 等高端检测技术，上半年已完成土建施工及防护工

程建设，目前进入取证验收、配套采购阶段，预计 2019 年 12 月投入使用。 

在药物临床试验服务方面：昭衍医药自 2018 年成立以来，已签约了多家市级以上医院，与其

共同建设药物早期临床中心，截至 2019 年上半年，已有 2 家临床Ⅰ期研究中心完成了硬件、人员

团队、质量体系的建设，预计年底前可以正式承接业务。 

在药物警戒服务方面：昭衍鸣讯自主研发了一站式药物警戒管理平台 iPVMAP，该平台是药物

警戒技术与 IT 技术的深度融合打造的国际化标准解决方案，其功能涵盖药物警戒核心工作内容，

助力企业搭建高效合规的药物警戒体系，实现药物警戒体系全面化、系统化管理，确保药物警戒

数据的完整、安全。昭衍鸣讯成立一年以来，先后与不同规模类型企业，包括央企、合资企业、

研发企业、上市公司等建立了药物警戒合作关系。昭衍鸣讯的服务范围涵盖药品、医疗器械、疫

苗等，提供体系搭建、个例报告管理、分析评价信号管理、风险管理、安全性总结报告撰写和审

核、文献服务、安全性研究及药物警戒技术咨询等多项服务，进一步补充和延伸了昭衍新药的服

务体系。同时，昭衍鸣讯与药政管理部门、高校、行业协会和患者组织等积极展开合作，共同推

进药物警戒发展。 

广西梧州实验动物基地建设：该基地计划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生物医学的研究、疫苗、药

物效果评价的技术平台和国际合作平台。目前，该基地已完成场地的规划设计，并于 2019 年 4

月 1 日正式动土开工建设。 

（四）专题试验实施及合规性情况 

评价专题开展情况：2019 年上半年完成的专题数及在研的专题数较去年同期均实现较大幅度

增长，业务工作量明显增加。尤其是在研项目量显著增加，为 2019 年全年的业绩提升提供了坚实

的保障。截止报告期末，在手订单量约为 10 亿，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17.6%，为未来业绩增长提供

了保障。 

国内国际 GLP 法规合规性检查：公司北京、苏州两个机构在 2019 年上半年分别接受了国家、

省市药监局以及客户的大量现场检查，检查结论是公司运营完全符合 GLP 法规要求，针对项目的



检查完全合规，表明公司的药物安全性评价业务成熟、法规依从性好。美国 FDA 的 GLP 法规为世

界公认的药物非临床研究的实验室规范，由于公司承接了日益增多的国际申报项目，尤其是国内

外客户向美国 FDA 申报的项目，FDA 已将公司纳入美国 CRO 企业的监管程序，进行常规检查。在

过去 10 年，昭衍新药两处设施先后接受三次 FDA 现场检查基础上，2019 年 3 月子公司苏州昭衍

再次获得美国 FDA 检查并圆满通过，检查组对苏州昭衍的设施、GLP 法规依从性、研究质量及质

量管理体系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 

（五）营销工作 

合同额稳步提高：2019 年上半年签订的合同额较 2018 年同期增长约 21%，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学术会议持续推广：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组织参与了多场国内以及国际的学术会议，其中国

际会议包括美国 BIO 会议、加拿大的 ARVO 国际眼科会议、美国的 SOT 会议以及日本的 SOT 会议。

通过上述学术会议的成功推广，昭衍新药的行业知名度有了巨大提升，尤其在专业科室领域，如

眼科药物评价领域，知名度提升显著。通过参会，公司也直接接触了众多的新药研发企业，并与

这些潜在的客户建立了联系。 

国际化步伐加快：2019 年 5 月，公司与美国一家成熟的临床前 CRO 公司—BIOMERE 公司的股

东达成收购意向，公司拟以自有资金约 2,728 万美元（最终交易价格将根据过渡期损益进行调整）

收购 BIOMERE 公司 100%股权。本次收购是公司国际化并购的首次尝试，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将在

美国地区拥有自己的实验设施，进一步完善在美国市场的布局；BIOMERE 公司拥有成熟的管理模

式和优质的客户资源，公司与其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后，公司在美国的商务活动，将与 BIOMERE 的

原有商务团队进行整合，扩展美国商务团队的销售范围，充实拓展服务链条，可以进一步扩大“昭

衍”品牌在美国市场的影响力，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业链协同不断融合：2019 年上半年，公司充分发挥创新药物市场的优势，战略合作客户显

著增加,同时积极开拓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临床分析和药物警戒市场，潜在客户群数量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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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见报告全文“第十节、五、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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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