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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3                           证券简称：赛托生物                           公告编号：2019-062 

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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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托生物 股票代码 30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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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璐 曾庆利 

办公地址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东外路南段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东外路南段 

电话 0530-2263536 0530-2263536 

电子信箱 stock@sitobiotech.com stock@sitobio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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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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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79,796,218.51 560,631,501.48 560,631,501.48 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3,437,395.63 69,955,208.74 69,816,642.91 -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3,428,121.29 61,057,206.02 60,918,640.19 -12.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9,928,520.54 -184,324,167.64 -191,384,423.15 115.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65 0.65 -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65 0.65 -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2% 4.05% 3.91% -0.2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787,741,914.

86 
2,594,479,096.67 

2,805,083,753.6

7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844,273,736.

18 
1,808,258,777.81 

1,907,145,232.7

1 
-3.3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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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润鑫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86% 39,802,720 39,802,720 质押 18,250,000 

米超杰 境内自然人 22.64% 24,448,000 24,448,000   

米奇 境内自然人 2.74% 2,960,000 2,960,000   

米嘉 境内自然人 2.22% 2,400,000 2,400,000   

李立峰 境内自然人 1.76% 1,900,800 0   

孔庆芝 境内自然人 0.91% 981,000 841,000   

何建勇 境内自然人 0.80% 860,000 645,000   

李桂军 境内自然人 0.75% 813,700 0   

施学东 境内自然人 0.75% 808,300 0   

王敏 境内自然人 0.75% 805,000 705,000 质押 3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米超杰先生直接持有山东润鑫 83%的股权，系山东润鑫的控股股东及公司实

际控制人；米奇先生、米嘉女士分别系米超杰先生的儿子、女儿。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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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票不属于融资融券标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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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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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医药行业监管趋严，随着国家医改工作不断的深入，药

品监管加强、分级诊疗、医保控费、两票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药品带量采购等政策变化对医药行

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医药行业竞争也越趋激烈。面对一系列不利因素，公司积极应对，不断强化市

场建设，优化市场布局及产品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完善产品质量，控制制造成本，加强资金管理，

加快科研开发与投入。 

报告期内原料药板块市场稳定，公司作为主要甾体药物原料供应商，紧跟政策发展，把握行业趋

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979.62万元，与上年同期增长3.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6,343.74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992.85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以下

重点工作： 

（一）持续研发创新，提升公司生产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在“精益生产，降本增效”的经营思想指导下，持续优化运营体系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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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生产交付”、“品质提升”两大核心，在生产、技术、质量等部门持续开展组织模式变革。各

部门高效协同，提高品质，为满足公司快速发展提供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研发投入，持续优化老工艺流程、改进质控方案，通过调整人才结构和组织

架构提升团队开发能力。在高端原料药丙酸氟替卡松、糠酸氟替卡松等系列品种加大工艺研究投入，

在雾化、冻干等高端剂型的研发方面进行重点布局和技术攻关，逐步完善自有知识产权和产品注册体

系。 

（二）通过外延并购，实现产业链延伸 

本报告期内，公司启动收购意大利Lisapharma部分股权，增资扩股后持有其83.08%的股权，其主

营药品抗生素、解毒剂、抗炎皮质类固醇等，该收购有助于公司产业链的拓展，Lisapharma已获得了

意大利药物生产许可、意大利销售许可、欧盟GMP证书资质，为公司提供高标准的药品研发及制备环

境，新药在欧洲、中国同时文号申报成为可能性，提升整体运营水平，进一步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 

（三）加快募投项目建设，创建公司增长新引擎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利用现有产品线充分释放各产品产能，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加

快募投项目建设，提高新产品落地速度。700吨9-羟基雄烯二酮项目建设工程已完工，并完成了单机

试车工作。控股子公司斯瑞生物的“甾体类原料药及中间体项目”，共涉及产品11项，产品品种多，

工艺复杂产品开发和项目建设周期长，目前已完成一个产品线的建设且已投入生产，其他产品在中试

阶段，产品线处于设计阶段。润鑫热力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工程建设已完成，通往赛托生物的供汽管

线建设已完成，通往周边企业的供汽管线正在铺设中。 

（四）加快人才引进，保障公司快速健康发展 

公司一直秉承“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报告期内，公司人才引进呈现“总量大、层次高”的特

点，加大了对管理、研发、技术等高精尖人才的引进，以期建立一支稳固、团结、高效、经验丰富的

专业团队。公司从理论与实践两手抓，全方面培养人才，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认同感、提升团

队协作能力，打造一支积极上进、爱岗敬业、和谐共荣的员工队伍，保障公司快速健康发展。 

（五）安全环保持续发力，营造公司稳定的发展环境。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环保政策，落实各项环保措施，污水、废气排放情况与环保部门实

现时时在线监测，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同时逐级落实安全环保主体责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风

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重点、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应急管理、环保整治、员工培训等方面加强投

入，公司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安全、环保、进度问题高度重视，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及时解决项目实

施过程中的问题。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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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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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

（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要求，做出相应的会计政策修订和调整，并于新金融工具准则规

定的起始日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上述政策。 

2）公司于2019年8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通知”）的通知相关要求，做出相应的会计政策修订和调整，并于通知要求的起始

日开始执行上述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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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增加：     

    子公司名称：菏泽润鑫热力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地：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 

注册地：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 

经营范围：热力、电力的生产与销售;煤炭、灰渣、石膏、硫酸氨的加工与销售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持股比例：100% 

取得方式：收购 

出资额：10,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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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