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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2018-054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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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龙药业 股票代码 00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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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杰 孙鑫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灞柳二路 2801 号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灞柳二路 2801 号 

电话 029-83338888-8887 029-83338888-8832 、029-83338888-8831 

电子信箱 1970wujie@163.com 1482495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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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339,577.45 161,346,961.24 2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999,006.58 17,535,728.68 7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236,447.47 17,624,858.48 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822,171.49 23,040,370.91 -26.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7 29.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7 29.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7% 5.2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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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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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729,173.74 752,926,669.00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6,914,704.83 555,582,698.25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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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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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晓林 境内自然人 42.89% 37,171,000 37,171,000  0 

苏州永乐九鼎

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0% 6,500,000 6,500,000  0 

苏州天枢钟山

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0% 5,200,000 5,200,000  0 

嘉兴春秋晋文

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5% 2,990,000 2,990,000  0 

嘉兴春秋齐桓

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5% 2,730,000 2,730,000  0 

嘉兴春秋楚庄

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 2,080,000 2,080,000  0 

张水平 境内自然人 1.74% 1,509,000 1,509,000  0 

张志红 境内自然人 1.73% 1,500,000 1,500,000  0 

谢晓锋 境内自然人 1.13% 980,000 980,000  0 

吴杰 境内自然人 1.04% 900,000 9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谢晓林与谢晓锋为兄弟关系，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

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齐桓

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同

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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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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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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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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一体两翼”的战略目标，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为做强医药工业主体，公司实施双轮驱动政策，一方面充分重视投资并购工作，与国内一些在科学
管理、市场开拓、产品研发、产品品种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的医药制造企业建立了沟通与交流渠道，积
极寻找合作机会，争取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种类、提高公司药品研发实力、拓宽公司产品销售市场。另
一方面公司董事会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潜心分析行业宏观信息，积极应对各项挑战，坚持外抓市场
、内强管理、开源节流的工作思路，强化市场精细度建设，加强市场开拓，加大产品营销推广力度，加
强内部管理和资金管控，提高整体运营效益，提升生产经营业绩。 

为丰富“两翼”，公司积极布局医药商业物流，积极规划中药养生、医疗服务。报告期内，公司与甘
肃省华池县签订了合作协议，计划以黄芪规模种植为切入点，不断丰富产业配套，争取在当地最终形成
集黄芪种植、仓储、加工、交易、物流为一体的全国性黄芪交易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中药养生、
医疗服务等内容进行积极探讨和论证，争取早日形成两翼布局初见成效的局面。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总体良好，实现营业收入208,339,577.4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9.1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999,006.5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1.07%。  

1、生产与质量：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安排生产调度；加强对生产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保证产品质量；加强生产与质量部门相关人员的培训及考核，保证产品生产和质量的可控性与稳定性，
生产运行平稳有序。  

2、市场营销：公司坚持把销售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来抓，强化市场建设、优化市场布局、加大市场
投入，继续加强营销网络和人才队伍建设，整合公司销售资源，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探索营销新模式，
加强产品推广，不断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努力挖掘已有产品的市场潜力，积极开拓新产品市场，提高销
售收入，不断巩固公司市场地位。 

3、科研开发：公司积极开展药品研究工作，一是为公司提供新的产品储备，丰富产品结构，满足公
司发展需要；二是为通过对主要在产品在临床使用上进行深入研究，进而提高产品市场影响力。报告期
内，公司产品盘龙七片临床再验证工作已完成入组137例，将为盘龙七片后期的学术推广提供科学有说服
力的依据；美国专利到期品种塞来昔布胶囊仿制工作已进入BE临床试验阶段；五味子枳椇子软胶囊和天
麻酸枣仁软胶囊这两个产品目前已完成动物和人体的功能性实验；盐酸雷尼替丁胶囊一致性评价工作已
完成中试研究，现在正按照参数修订工艺。 

4、投融资：报告期内，为落实战略目标，完善上游产业布局、加强医药商业物流建设，公司董事会
通过了向甘肃省华池县投资的相关议案，并授予了不超过7000万元投资额度的投资授权。目前，子公司
甘肃盘龙药业已经在华池县设立，并带动当地农户种植黄芪等药材面积已达8000亩，工业用地征地拆迁
工作进行中，后期中药材储存库房、加工生产线等建设也将陆续进行。 

5、内控治理：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标准规范三会运作和公司
管理，建立了科学有效的决策和风险防范机制，持续优化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切实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
益。为增强公司管理层及各子公司的合规、规范意识，公司定期组织相关培训，确保公司及子公司依法
合规、规范运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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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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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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018年 1月 23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 2018年 6月 29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司新设子公司甘肃盘龙药业，甘肃盘龙药业于 2018 年 4 月 23日取得华池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

的营业执照，公司从甘肃盘龙药业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晓林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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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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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