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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4              证券简称：舒泰神               公告编号：2018-38-04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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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4、公司负责人周志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荣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郑宏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5、半年度报告未经过审计。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舒泰神 股票代码 3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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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马莉娜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 36 号 

电话 010-67875255 

电子信箱 securities@staid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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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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44,318,792.78 708,642,222.39 -3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788,263.87 142,562,752.00 -3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92,206,759.30 142,517,457.27 -3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6,016,434.18 117,050,338.92 50.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30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30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5% 7.33%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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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8,999,290.76 2,628,519,510.31 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51,328,535.07 2,209,377,282.39 6.4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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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熠昭（北京）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15% 177,152,363 0 质押 132,910,000 

香塘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3% 92,181,046 0 质押 92,172,708 

拉萨开发区香塘

同轩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9% 15,690,611 0   

华泰证券资管－

招商银行－华泰
其他 1.97% 9,382,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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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16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苏州信托有限公

司－苏信理财•

价值创富 J1606

事务管理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8% 7,060,000 0   

北京华高永利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高永利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40% 6,670,000    

周志文 境内自然人 1.11% 5,279,269 3,959,452 质押 3,150,000 

顾振其 境内自然人 0.87% 4,155,840 3,116,880 质押 4,155,839 

北京壹人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壹

人资本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3,496,869    

李强 其他 0.61% 2,909,5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自然人股东周志文先生为熠昭（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股东、董事长、总经理；自然

人股东顾振其先生为香塘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董事长；拉萨开发区香塘同轩科技有限公

司为香塘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华泰证券资管－招商银行－华泰聚力 16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为周志文先生出资设立；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苏信理财•价值创富 J1606

事务管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顾振其先生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通过“东证融汇明

珠 339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持有舒泰神股份。除上述人员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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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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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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以来，医药行业迎来重大变革，医药行业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一方面，

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医保控费、二次议价、总量控制、重点监控目录等政策的实施

带来诸多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增长，老龄化进程加快，医保体系不断健全，居民支付

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健康需求逐步得到释放，我国已成为全球药品消费增速最快

的地区之一，有望在2020年以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面对这些不断改变

的政策与市场，公司践行持续创新、提供安全有效的治疗药物的经营使命坚定不移，而正视、

调整、适应、再调整成为公司管理的主旋律，让药品回归以临床价值为核心的价值观，服务

于临床医生的诊疗需求和病患的治病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431.88万元，同比去年同期下降37.30%；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9,678.83万元，同比去年同期下降32.11%；其中舒泰清取得销售收入12,136.07

万元，同比增长19.63%；受医改政策等影响，苏肽生取得销售收入32,198.62万元，同比去年

同期下降46.92%。 

营销方面，医保控费、二次议价、总量控制、重点监控目录等政策的实施给营销工作带

来诸多挑战，对此，公司针对不同品种的特点制订了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在苏肽生方面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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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精细化管理；舒泰清方面，进一步提高舒泰清市场覆盖的广度与深度，在清肠领域进一

步扩大优势的同时全面推广便秘适应症，并对便秘客户进行分级管理。通过对销售过程的精

细化管理，实现了销售系统效率的提升，加速了销售链条中各层级的反馈，同时销售服务的

流程得到优化，销售费用也有下降。此外，公司进一步推进国家级和省市级专业性学术活动

的实施，深入有序的开展市场及推广活动。 

报告期内舒泰清销售收入和销售量较2017年同期分别实现19.63%和24.51%的快速增长，

通过近年不断的市场及推广工作，舒泰清不仅成为肠道准备和便秘的一线用药，亦是聚乙二

醇类市场份额的第一名。舒唯欣2017年度完成市场营销策略的定制和实施，完成多个省市招

标采购等市场准入程序，目前逐步推动其进入医院待销售环节或作为试用药，探索通过与基

金会合作推动DTP销售模式的进一步广泛应用。在国内多次泌尿系统学术峰会中，专家对舒

唯欣的治疗效果及与同类药物的比较优势给予充分肯定，为该产品的营销工作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研发方面，2018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4,706.31万元，占营业收入的10.59%，占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48.63%，在研项目稳步推进。2018年2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德丰瑞在

研的单克隆抗体药物“BDB-001注射液”提交新药临床注册申请并获得受理通知书，2018年7月，

单克隆抗体药物“BDB-001注射液”获得新药临床试验批件。该药物在相关靶点的研发状态中

处于领先位置，国际上德国公司InflaRx于2011年11月完成临床I期研究，于2014年02月开始临

床II期研究，目前临床试验进展符合预期。同时该系列药物具有国际多个国家及组织授权的

发明专利作为核心技术的保护，研发前景乐观。此外，在药品一致性评价、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制度等政策推出的契机下，公司将围绕神经系统、胃肠道系统和泌尿系统疾病领域，开

展化学药品的内生和外延性开发工作，以丰富产品线，形成市场的协同效应。 

生产方面，坚持以质量为本，持续加强药品生产质量管理，保证质量体系的有效运行，

全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2018年7月，公司取得了“片剂、硬胶囊剂、散剂”药品的生产

质量管理体系到期认证续展，苏肽生冻干车间也已经完成再认证的现场核查工作。再认证的

顺利完成展现了公司的产品质量和生产管理能力，推动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为进一步提高

公司主要产品苏肽生和舒泰清的产能规模、产品的制造和质量控制水平、增加产品在同类产

品中的竞争力，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亿元扩建苏肽生冻干车间和舒泰清固体车间，同时购置生

产车间配套的公用工程设施设备和生产设备。公司已经组成专项项目组负责落实本项目，目

前舒泰清固体车间已完成车间设计、主要设施设备采购等工作，净化工程开始施工。为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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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单克隆抗体药物临床前研究及开展临床试验的需求，做好中试生产的准备工作，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1.5亿元投资建设蛋白药物中试生产车间项目，目前已完成立项、设备采购和净化装

修施工设计、施工准备等工作，准备进入净化工程阶段。2018年2月，为了实现公司高端化学

药品和生物制品的产业化布局，公司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政府签署医药生产基地项目

投资合同书，投资10亿元人民币在眉山经济开发区新区投资建设医药生产基地项目。目前，

公司已经完成四川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工作，医药生产基地的建设正在筹备中。 

管理方面，吸引多位国内外优秀人才加入公司或与公司开展合作，研发人员的结构、职

能职责基本实现梯队化、层次化、专业化；注重专业化培训，从公司实际工作出发，切实提

高了培训效果，培训工作不断完善。公司人才招聘及培训的良好开展为公司整体发展提供了

人才保障，促进了公司人力资源的良性循环发展。公司连续在2015年和2016年推出股权激励

计划，并顺利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相应解锁期的解锁工作。股权激励计划的成功解锁，为投资

回报周期长、知识密集型企业的薪酬管理体系提供了一种实践基础，也为公司利用上市公司

的金融工具吸引人才、激励核心骨干、促进公司经营管理目标达成等迈出了胜利的一步。 

投资并购方面，公司坚持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发展双轮驱动的战略，已经初步形成了国

内和海外两个投资平台。国内平台方面，2018年2月，为进一步推进公司在神经系统等治疗领

域化学药品方向的产业布局，扩大竞争优势，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公司全资子公司舒泰神浙

江使用自有资金3546.00万元对外投资并签署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受让自然人股东ZHIJUN 

JIANG持有的目标公司泰州法尔麦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的部分出资份额，上述投资已于

2018年4月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同时决议全资子公司舒泰神浙江使用自有资金3000

万元对外投资并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受让自然人股东王锦刚持有的北京科信必成医药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海外平台方面，2018年6月，为支持公司创新生物药物研发业务

的长足发展，进一步提升子公司海外研发实力，公司决议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舒泰神美国子

公司Staidson BioPharma Inc.增资500万美元；2018年6月，舒泰神香港使用自有资金500万美元

参与投资Blue Ocean Private Equity I LP，间接投资于海内外医药高科技企业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塑造企业文化，逐步认知与构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明确公司以“持续创新，提供安全有效的治疗药物，为人类健康做贡献”为使命，以“铸就一个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药企业”为愿景，同时在公司内部控制业务及体系建设方面展开了多项工

作，提高公司各主要业务领域的风险意识，为保障公司的持续发展又迈出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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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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公司新设了四川舒泰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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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字盖章页）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志文 

                           

 

                                                         2018 年 08 月 27 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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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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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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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