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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20-092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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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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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誉衡药业 股票代码 00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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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禹 白雪龙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 B 区裕华路融慧

园 28 号楼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 B 区裕华路融慧

园 28 号楼 

电话 010-80479607 010-68002437-8018 

电子信箱 wangyu@gloria.cc baixuelong@gloria.cc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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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1,405,036,205.48 2,734,204,476.88 -4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9,009,679.15 232,281,100.76 18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8,721,657.25 208,247,657.82 -123.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725,231.60 437,180,511.99 -107.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44 0.1057 187.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44 0.1057 187.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00% 5.23% 31.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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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5,435,510,577.68 6,407,579,736.43 -1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94,946,818.58 1,521,364,082.87 37.70%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2,198,122,95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 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304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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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19% 707,647,822 0 

质押 669,500,911 

冻结 707,647,822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境外法人 7.39% 162,531,911 0 

质押 83,607,423 

冻结 103,052,47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7% 104,884,500 0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95% 42,904,599 0 
质押 42,900,000 

冻结 42,900,000 

张冬美 境内自然人 0.68% 15,012,400 0   

吴顺水 境内自然人 0.55% 12,037,153 0   

朱吉满 境内自然人 0.45% 9,967,500 7,475,625 冻结 9,967,5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中证 500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9,461,888 0   

王东绪 境内自然人 0.42% 9,210,000 6,907,500 质押 9,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9% 8,680,14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以及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 LIMITED 由同一实际控制人朱吉满控制。 

2、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张冬美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票 15,012,400 股。 

2、吴顺水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票 11,88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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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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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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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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并逐渐演变成为全球性社会公共卫生事件，医药行业亦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疫情

面前，公司在做好自身防疫工作的同时，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主动参与到全民抗疫的战斗中，公司累计向武汉、哈尔滨

等地捐赠物资约千万元。同时，公司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地恢复生产经营活动。但受疫情影响，公司

及行业上下游延迟复工，人员、物流受限，产品需求下降，公司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出现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营销体系改革、推进CMO平台建设及生物药领域等方面的工作。主要如下： 

㈠ 营销整合初步达成 

报告期内，公司对营销系统进行了整合，积极优化销售渠道、调整产品策略和销售政策，加大专业化推广，完成营销中

心初步的转型与重构，公司合作一线终端推广人员增加至6,000余人。整合中公司完成了营销体系的重新布局，以省为单位

进行调整，由中心城市下沉至地级市，营销和市场推广人员进行调整实现属地化管理。同时，公司加大空白市场的开发力度，

截止上半年新开发二级及以上医院1,500多家。下半年，公司营销中心将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内外部资源有效的链

接，形成资源共享、协同发展。 

     ㈡ 持续建立和完善CMO业务平台 

     公司以普德药业CMO业务为标杆，同时充分整合普德药业、誉衡制药、誉东制药等生产基地的生产线产能和规模成本

优势，持续建立和完善CMO业务平台。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普德药业新签署2个CMO业务合作品种，累计签署近二十个品

种生产合作项目。此外，誉衡制药也根据自有生产线的特色和优势，承接了抗生素无菌粉针相关品种的CMO业务。 

     ㈢ 有序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进行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并结合战略发展

需求和产品市场竞争力评估并推进一致性评价相关工作。目前，普德药业已签约7个一致性评价项目、誉衡制药已开展1个品

种的一致性评价工作。此外，2019年末誉东制药已完成氯化钾缓释片（补达秀）的一致性评价工作。报告期内，誉东制药启

动固体车间改造项目，以更好地满足氯化钾缓释片新的生产工艺和市场供应。     

 ㈣ 生物药PD-1单抗产品提交上市申请 

     报告期内，公司参股公司誉衡生物PD-1产品临床进展顺利。2020年1月，誉衡生物已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提交新

药上市申请，首个申请适应症为复发或难治性经典霍奇金淋巴瘤。2020年2月，誉衡生物正式获得GLS-010经典霍奇金淋巴

瘤适应症的新药申请受理。此外，誉衡生物已启动宫颈癌适应症注册上市研究项目，整体数据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抗肿瘤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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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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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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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合并范围减少澳诺（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王东绪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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