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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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立泰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294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杨健锋

电话

0755-83867888

传真

0755-83867338

电子信箱

investor@salubris.cn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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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891,775,190.98

1,657,984,093.26

1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4,346,154.87

619,078,322.86

1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85,802,363.72

615,482,147.05

11.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5,169,046.74

391,281,000.00

72.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

0.59

11.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

0.59

11.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9%

15.7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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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0,894,498.59

5,386,882,729.78

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56,092,926.48

4,589,514,621.17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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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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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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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信立泰药业有
境外法人
限公司

股份状态

数量

67.73%

708,500,480

561,375,360 质押

117,000,000

深圳市润复投
境内非国有法
资发展有限公
人
司

2.67%

27,965,952

20,974,464 质押

25,141,392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1.37%

14,370,900

0

全国社保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一一三组合
人

0.93%

9,729,664

0

嘉实基金－农
业银行－嘉实 境内非国有法
中证金融资产 人
管理计划

0.57%

5,951,900

0

华夏基金－农
业银行－华夏 境内非国有法
中证金融资产 人
管理计划

0.57%

5,950,940

0

银华基金－农
业银行－银华 境内非国有法
中证金融资产 人
管理计划

0.57%

5,949,500

0

大成基金－农
业银行－大成 境内非国有法
中证金融资产 人
管理计划

0.56%

5,885,529

0

广发基金－农
业银行－广发 境内非国有法
中证金融资产 人
管理计划

0.56%

5,835,500

0

南方基金－农
业银行－南方 境内非国有法
中证金融资产 人
管理计划

0.55%

5,78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第一、第二大股东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的说明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不适用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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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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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概述
2016年，医药市场和政策环境面临诸多变化，行业增速放缓，医药工业运行总体上处于
底部调整期间，上行动力和下行压力并存。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鼓励
企业提高产品品质、实现创新发展，以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医药产业结构得以持续优化，产
业集中度显著提升。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促使企业加速提升创新能力，优秀企业实现强
强联合。
上半年来，公司审时度势，紧跟政策导向、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结合年初既定目标，在
董事会的带领下，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产品，坚持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持续加大
研发的投入，加快产品获取能力，同时战略布局新兴领域，通过内生外延，为企业持续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报告期内，生产、研发、销售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公司整体业绩继续保
持稳定增长。
（2）主营业务分析
201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9,152.01万元，同比增长14.09%；主营业务成本
48,216.58万元，同比增长13.19%，期间费用合计56,340.24万元，同比增长17.43%；研发投入
13,540.33万元，同比增长64.80%；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36,962.28万元，同比增加
69,141.18万元。
销售情况来看，整体医药制造业收入同比增长14.09%，毛利率增长0.20%。其中：制剂
产品同比增长16.8%，心血管专科药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抗生素制剂略有下降；原料药
受生产规划、调整的影响，并控制一定产能，收入同比增长4.27%，而毛利率下降5.97%。
销售费用管控良好，同比增加12.41%，与销售收入相比，销售费用率同比略有下降；管
理费用增加40.74%，主要是加大新产品研发投入。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

上年同期

1,891,775,190.98 1,657,984,093.26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14.10%

营业成本

482,362,425.19

425,991,007.35

13.23%

销售费用

408,608,689.03

363,510,139.61

12.41%

管理费用

168,675,905.34

119,852,548.31

40.74% 主要是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3,882,185.05

-3,566,202.39

所得税费用

127,869,953.63

110,762,185.07

研发投入

135,403,315.24

82,160,019.89

64.80% 主要是公司规模扩大，子公司增加，
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75,169,046.74

391,281,000.00

72.55% 主要是本期加大了对应收账款的催
收，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89.27% 主要是定期存款基数大，利息收入增
加所致。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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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8,515,859.80 -255,310,233.59

57.50% 主要是本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减少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8,102,161.97 -457,597,000.00

56.71% 主要是本期还未支付完现金分红款
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369,622,751.74 -321,789,036.87

214.86% 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增加以及还未支付完现金分
红款所致。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1）研发系统
上半年来，研发系统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深化对政策制度的理解研究，完善产品布局，
加强重点产品的研发，加速研发成果转化率；同时以临床需求为导向，强化产品获取能力，
加快创新步伐；优化现有产品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提升质量。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
入同比增加64.80%。
报告期内，公司新立项品种3项，申报注册项目3个，在研项目34项；获得左乙拉西坦缓
释片、头孢呋辛酯片临床批件；新申请专利13件（其中包括发明专利12件，实用新型1件），
13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其中包括日本、台湾各一件）。
在生物医药领域，独家仿制药KGF项目II期临床即将结束，生物药PTH项目已完成III期临
床研究，正完善梳理资料、准备申报生产，BF02项目已完成II期临床试验、准备启动III期临
床，各项工作均按计划有序进行。
在投资拓展领域，上半年，公司与四川大学开展创新药物产学研合作并结成长期战略合
作关系，共建科研平台，联合科研实验并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推进公司在重组蛋白药物、
单克隆抗体、基因治疗药物等领域的战略布局；并在新型原位肿瘤疫苗、一种基于基因编辑
技术的抗肿瘤一类药物以及基于RNA干扰技术的卵巢癌靶向基因治疗药物三大领域率先展开
合作。引进的“重组SeV-hFGF2/dF注射液”项目正在进行技术转移，处于I期临床的准备工作阶
段，该项目将与公司抗凝血药物、降血糖药物、下肢腔静脉滤器、PTA球囊导管项目形成良
好的战略协同，强化产品布局。
（2）生产系统
报告期内，生产系统着力优化工艺技术，节能降耗，提高效率；同时不断提升管理能力，
加强对各厂区EHS的监管和支持，持续改进、精益求精，严格控制产品质量，确保产品的安
全、优质、稳定。
（3）销售系统
上半年来，销售系统持续优化团队建设，强化组织机能，有效降低销售费用率，并为未
来多产品化、多渠道化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集中优势资源，提升重点市场份额的同时，
深挖市场潜力，下沉产品线，创新销售模式，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年初的既定目标。
2016年8月，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九部门印发《广东省医疗机构药品交易暂行
办法》，该《办法》将于2016年9月2日实施，有效期3年；原省卫生厅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广
东省医疗机构药品交易相关办法的通知》（粤卫〔2013〕67号）同时废止。根据新的《办法》，
公司主要产品泰嘉有望通过非基药目录参与招标，重回广东市场，并将给公司业绩带来积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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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年上半年，公司全面启动SAP ERP项目建设，建立匹配企业未来发展的信息化
管理系统，提升业务运营效率；同时持续强化财务分析能力，加强对企业的财务监管；不断
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全面提升规范运作水平，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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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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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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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叶澄海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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