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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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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思科

股票代码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65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萌

郭艳

电话

0893-7834865

0893-7834865

传真

0893-7661674

0893-7661674

电子信箱

wangm@haisco.com

gy@haisco.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元）

667,196,535.20

553,156,634.85

2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7,645,680.22

214,742,322.16

1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5,042,053.47

178,720,272.62

-24.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0,524,527.08

139,876,644.86

21.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2%

9.86%

1.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377,465,770.01

3,227,546,193.04

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42,395,007.12

2,156,604,841.49

-5.30%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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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俊民

境内自然人

36.99%

399,550,400

299,662,800

质押

201,734,200

范秀莲

境内自然人

20.69%

223,465,600

167,599,200

质押

131,510,001

郑伟

境内自然人

15.82%

170,877,600

128,158,200

申萍

境内自然人

5.77%

62,363,847

31,181,924

杨飞

境内自然人

3.88%

41,872,686

西藏海思科
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其他

0.99%

10,658,380

冻结

10,658,380

嘉实资本－
华鑫证券－
嘉实资本嘉
睿一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2%

9,886,568

郝聪梅

境内自然人

0.79%

8,538,00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2%

6,732,700

新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
－团体分红
-018L-FH001
深

其他

0.40%

4,278,6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俊民、范秀莲、郑伟系一致行动人共同控制公司，申萍系王俊民配偶，杨飞系范秀莲
女儿，郝聪梅系郑伟配偶，王俊民先生通过嘉实资本－华鑫证券－嘉实资本嘉睿一号资
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9,886,568 股。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杨飞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4,153,803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718,883 股。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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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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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年以来，医药行业发展速度依然缓慢，市场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上半年医药政策风起云涌，2016年《卫生计生工作要点》、
《政府工作报告》、
《十三五规划》、
《深化医改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等都是引领今年政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开展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工作是今年企业的重点工作，两票制、营改增、整顿药品流通领域等政策是整个上半年最为重要的政策内容，这些
政策的发布使医药企业应接不暇。
面对国家整顿医药行业的决心，公司及时调整营销策略，根据本年度经营计划安排，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
公司销售收入突破6.7亿元，获得了HSK3486的临床批件，药物研发投入也在继续加大，仿制药与化学创新药、生物药多头并
进。
除自主研发外，在医药领域公司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对Microbion进行股权投资，获得Microbion全球首创用于与细菌生物膜（Biofilm)密切相关的慢性伤口感染的新型抗生素
MBN-101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独家专利许可权。
对MaveriX Oncology,Inc.进行股权投资，获得MaveriX全球首创新型肿瘤靶向释放吉西他滨前药MVX系列化合物在中国（包
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独家专利许可权。
除药品业务外，公司根据既定的发展战略在医疗器械领域也取得了突破，通过参股以色列Regentis Biomaterials Ltd.公司，
海思科获得了该公司Gelrin C™关节软骨修复的革命性材料在中国的15年独家销售代理权。与以色列PANDA HEALTH CARE LTD
共同投资设立海思科基金Haisco Medical Innovation Limited，主要在以色列先进的生命科学、医疗保健、医疗器械和药
物（尤其是创新药物）领域进行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计划的进展如下：
1、研发方面
（1）获得临床批件14个，其中包括HSK3486乳状注射液
（2）获得生产批件3个，其中药品1个：注射用夫西地酸钠（0.25g）；药用辅料2个：硬脂酸镁和苯甲醇
（3）完成3个原料和3个制剂的临床申报，另有一个制剂即将申报
（4）新立项9个项目
（5）完成5个项目的中试
（6）获得3篇专利授权，新申请21项专利。
2、营销方面
上半年营销中心顺应行业趋势，归拢商业，渠道整合。销售上渠道下沉，拓展第三终端，民营医院等销售市场，成立OTC事
业部，同时品种管理细化，成立药品招商八部。
市场部持续推进《向日葵学术培训》计划，共同培养代理商学术团队，
“向学术要销量”。完成从“以销量推学术”到“向学
术要销量”的转变。
3、生产方面
在全体生产员工共同努力下，生产方面取得了良好的业绩，上半年无任何安全事故、生产事故、质量事故。
川海在恩替卡韦胶囊、盐酸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等品种的产量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良好的完成生产任务，顺利开展公司GMP
管理规范建设，完成对质量管理体系的升级优化，进一步保障了药品生产质量。同时，眉山分公司基本建成，并成功投入试
生产，设备设施运行良好，计划于下半年取得第一批转移品的GMP证书，实现正式投产。
辽海完成上市产品生产458批，试制产品20批，完成小容量注射剂车间的GMP认证及两个车间的常规GMP检查，完成复方氨基
酸注射液等产品小试及中试以及甲磺酸多拉司琼注射液、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钠再注册。
4、财务方面
为强化财务组织管理职能，集团财务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强化了账务处理、资金管控、内控管理、预算管理、海外业务能
力。在ERP调研招标、“三证合一”、“营改增”等方面，积极应对，使集团相关业务平稳过渡。
5、人力方面
通过人力资源中心的整体架构调整与业务能力提升，推动各业务部门管理工作改善，实现人力资源的精干和高效。同时基于
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匹配相适应的人力资源战略规划，保障并促进公司各项业务高效运行。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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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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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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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不适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俊民
2016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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