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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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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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广生堂

股票代码

30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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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妞

张清河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

软件园 B 区 10 号楼 B 座

软件园 B 区 10 号楼 B 座

0591-38305333

0591-38305333

niuniu@cosunter.com

zhangqinghe@cosunter.com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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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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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62,269,604.35

150,190,486.87

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27,401.52

27,259,856.09

-8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955,063.26

26,474,915.74

-8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14,962.53

50,091,237.49

-107.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6

0.1921

-84.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6

0.1943

-84.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4.87%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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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852,622.69

736,469,366.37

1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3,598,420.81

552,048,099.73

-1.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967

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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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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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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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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随着医药行业改革逐步向纵深全面推进，医保控费和医院药占比考核等政策落地实施，核苷（酸）类抗乙肝病毒产品市
场增长放缓，公司积极应对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品降价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加强销售市场推广力度，加大研发和技术创新
投入。报告期内，营业收入16,226.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2.74万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84.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95.5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5.06%。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业绩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向创新药企业转型，推进多个全球一类创新药研发，
并开展主要产品一致性评价工作，导致持续的大额研发投入；公司持续进行招商模式的直销改造和新药替诺福韦-福甘定的
市场开发推广，销售费用同比增加等。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董事会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开展各项工作，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报告期，四个产品销售收入16,226.46万元，其中阿甘定实现销售收入2,088.55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12.87%，销售收入
较上年同期下降20.30%；贺甘定实现销售收入1,207.18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7.44%，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1.53%；恩甘
定实现销售收入10,390.20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64.03%，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7.31%；福甘定实现销售收入2,540.53万
元，占公司营业收入15.66%。
（2）投资并购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中兴药业82.5%股权的现金收购。中兴药业主营业务是生产保肝护肝系列产品（水飞蓟宾、水
飞蓟宾葡甲胺、水飞蓟素），是国内较大的水飞蓟制剂生产企业之一，与公司业务具有明显协同效应，对其收购使公司在保
肝护肝领域拥有又一优势产品，拓展了公司产品系列，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和延伸，对于公司战略布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为了更好服务公司研发战略需要，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福建广生堂新药研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以全力推动公
司新药研发工作，积极向创新药企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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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研发情况
公司秉承“广播仁爱，关注民生”的企业经营理念，以研发为先质量为本，不断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苷（酸）类抗
乙肝病毒药物，有效降低了国内乙肝患者用药的经济负担。公司已上市的阿德福韦酯片、拉米夫定片、恩替卡韦胶囊、富马
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胶囊的一致性评价按计划推进，目前进展顺利。其中恩替卡韦胶囊、阿德福韦酯片的一致性评价已获得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胶囊已完成BE（生物等效性研究）临床试验主体研究工作，正在进行
最终的临床总结工作，拉米夫定片也已完成药学再评价工作；公司与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2个治疗乙
肝的一类新药、1个脂肪肝一类创新药以及1个抗肝癌一类创新药，进展情况良好，其中GST-HG151、GST-HG161均已取得
阶段性突破，GST-HG161抗肝癌靶药物临床试验申请于7月24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报告期公司研发投入6,158.12万元，占营业总收入的37.95%，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2,574.36万元，增长比例为71.83%，
其中资本化支出2,333.49万元，费用化支出3,824.63万元，费用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094.72万元，增长比例为40.10%。
报告期内，公司重要研发项目的进展及影响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别

研发目标

1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
吡呋酯片

抗感染

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2

索非布韦

抗感染

取得原料药登记
所关联制剂已取得临床批 丰富肝病产品线，增强丙肝治
号，所关联制剂取
件，正在准备启动临床研究 疗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得药品批准文号

3

索非布韦片

抗感染

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4

枸橼酸西地那非

5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6

三升金丹胶囊

止血止痛药

取得新药证书及药 已撤回临床注册申请，正在 独家品种，丰富产品线，增强
品批准文号
进行重新补充研究
市场竞争力

7

阿戈美拉汀

抗抑郁药

取得原料药登记
已取得临床批件，目前按照
号，所关联制剂取 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 丰富产品线，增强市场竞争力
得药品批准文号
评价的要求补充研究

8

阿戈美拉汀胶囊

抗抑郁药

已取得临床批件，目前按照
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 丰富产品线，增强市场竞争力
评价的要求补充研究

5 型磷酸二酯酶
抑制剂
5 型磷酸二酯酶
抑制剂

进展情况

预计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已取得临床批件，正在进行 增强艾滋病治疗领域的市场竞
临床研究
争力

已取得临床批件，正在准备 丰富肝病产品线，增强丙肝治
启动临床研究
疗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取得原料药登记
已通过技术审评，所关联枸
号，所关联制剂取 橼酸西地那非片已获得临 丰富产品线，增强市场竞争力
得药品批准文号
床批件，正在临床试验
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已取得临床批件，正在临床
丰富产品线，增强市场竞争力
试验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收购中兴药业，其列入省级、国家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
情况如下：
序号

药品名称

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

所属注册分类

是否属于重
要保护品种

类别

1

水飞蓟宾葡甲胺

用于急、慢性肝炎，初期肝硬化，中毒性肝损害的辅助
治疗

化学药品

否

国家级

2

益肝灵片

保肝药。具有改善肝功能，保护肝细胞膜的作用，用于
急、慢性肝炎

中药

否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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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方益肝灵片

4

珍菊降压片

5

参芪健胃颗粒

6
7

益肝滋肾，解毒祛湿。用于肝肾阴虚，湿毒未清引起胁
痛，纳差，腹胀，腰酸乏力，尿黄等症；或慢性肝炎氨
基转移酶增高者

中药

否

国家级

中药、天然药品
第 11 类

否

国家级

温中健脾，理气和胃。主治脾胃虚寒型胃脘胀痛，痞闷
不适，喜热喜按，嗳气呃逆等症

中药

是

湖北、河南

顺气化痰颗粒

止咳平喘、顺气化痰。用于上感、急慢性气管炎咳嗽多
痰、胸闷气急

中药

否

江苏

顺气化痰片

止咳平喘、顺气化痰。用于上感、急慢性气管炎咳嗽多
痰、胸闷气急

中药

否

江苏

降压。用于高血压症

报告期及去年同期销售额占公司同期主营业务收入10%以上的主要药品名称、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发明专利起止期限、
所属注册分类、是否属于中药保护品种如下表：
药品名称

适应症或者功能主
治

发明专利

专利起止期限

一种阿德福韦酯的合成方法
200610112062.7

阿甘定

贺甘定

所属注
册分类

是否属于中
药保护品种

化药一
类

否

6类

否

5类

否

2006-08-30 至 2026-08-29

适用于治疗有乙型
肝炎病毒活动复制 一种阿德福韦酯单酯的制备及其含量检测
证据，并伴有血清氨 方法 200710009159.X
基酸转移酶（ALT
一种阿德福韦酯的 M 晶型及其制备方法
或 AST）持续升高
和药物应用 200710009482.7
或肝脏组织学活动
性病变的肝功能代 一种阿德福韦酯 M 晶型的制备方法
偿的成年慢性乙型 200910168120.1
肝炎患者
一种阿德福韦酯羟甲基杂质的制备方法
201610529725.9
拉米夫定晶型及其制备方法
治疗伴有丙氨酸氨 200910119632.9
基转移酶持续（ALT）
一种易溶出的拉米夫定片及其制备方法
升高和病毒活动复
201110085262.9
制的、肝功能代偿的
成人慢性乙型肝炎 拉米夫定晶型及其制备方法
201010254731.0

2007-06-28 至 2027-06-27
2007-09-05 至 2027-09-04
2007-09-05 至 2027-09-04
2016-07-07 至 2036-07-06
2009-03-24 至 2029-03-23
2011-04-06 至 2031-04-05
2009-03-24 至 2029-03-23

一种恩替卡韦的固体分散剂、其药物组合
2007-12-07 至 2027-12-06
物及其制备方法和药物应用
200710009952.X
一种抗病毒药物恩替卡韦的制备方法
200710009940.7

恩甘定

2007-12-06 至 2027-12-05

适用于病毒复制活
一种恩替卡韦的晶型及其制备方法和药
跃，血清丙氨酸氨基
2009-10-28 至 2029-10-27
物应用 200910236408.8
转氨酶(ALT)持续升
高或肝脏组织学显 一种恩替卡韦的盐化合物，其制备方法和
2010-01-08 至 2030-01-07
示有活动性病变的 药物应用 201010000443.2
慢性成人乙型肝炎
一种恩替卡韦分散片及其制备方法
2011-04-06 至 2031-04-05
的治疗
201110085253.X
一种检测恩替卡韦关键中间体的方法
201510454760.4

2015-07-29 至 2035-07-28

一种恩替卡韦与甘露聚糖肽药物组合物及
2015-07-29 至 2035-07-28
其制备方法 201510454570.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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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马酸替诺福韦酯的新晶型及其制备方法
2010-03-04 至 2030-03-03
201010126780.6

福甘定

慢性乙型肝炎

替诺福韦酯的盐化合物,其制备方法和药
物应用 201010126779.3

2010-03-04 至 2030-03-03

一种替诺福韦单酯富马酸盐的制备方法
201310472328.9

2013-10-11 至 2033-10-10

替诺福韦单酯富马酸盐的新晶型及其制备
2013-10-11 至 2033-10-10
方法 201310472450.6

5类

否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胶囊剂及其制备
2013-10-24 至 2033-10-23
方法 201310505327.X
一种适合于工业化生产的替诺福韦制备方
2014-07-30 至 2034-07-29
法 201410368318.5
报告期及去年同期，公司没有生物制品批签发。
（4）人才团队建设情况
根据现代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坚持外部引进与内部培养相结合的人才战略，建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多
方面吸纳和选拔培养优秀人才。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员工职业规划及公司的岗位需要，针对每个员工制定培养计划，并对关
键员工进行重点培养和训练，以提升其工作技能和管理能力，对不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要的人员进行淘汰；同时，在公司内
部建立能上能下的充分竞争的岗位环境，大力选聘和提拔有能力的骨干管理人员和技术能手；另一方面，公司积极从外部引
进相关专业领域的优质人才，充实了公司的研发及生产技术、销售和管理团队。逐渐建立起专业配置符合公司发展方向、年
龄结构合理、职能结构优化的人才梯队，以满足公司未来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5）公司治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对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规则》等内部制度进行
修订完善，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内部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优化了内部管理流程，提高了公司运营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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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4月10日，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福建广生堂新药研发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6日，公司收购江苏中兴药业有限公司82.5%股权并完成股权交割等工商变更登记；
故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新增福建广生堂新药研发有限公司和江苏中兴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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