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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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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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制药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756

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秘书助理

姓名

曹长求

田建华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 1 号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 1 号

电话

0533-2196025

0533-2196024

电子信箱

cqcao@xhzy.com

tianjianhua@xhzy.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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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1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调整后

调整后

3,285,772,716.57

3,099,899,621.95

3,122,647,157.46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2,311,861.57

147,474,015.17

149,112,301.39

1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4,280,634.28

135,785,046.70

137,468,287.98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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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0,601,673.34

151,855,922.52

156,539,749.26

28.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4

0.24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4

0.24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8%

5.31%

5.34%

上升 0.34 个百分
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795,793,778.14

6,436,024,609.48

6,436,024,609.48

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23,505,751.88

2,969,028,070.81

2,969,028,070.81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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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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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华鲁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94%

204,864,092

0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
限公司

其他

31.04%

193,050,427

0

巨能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山
东聚赢产业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3.75%

23,310,176

23,310,176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其他

0.96%

5,956,862

0

华鲁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7%

4,143,168

0

山东新华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0.65%

4,042,592

4,042,592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8%

2,389,567

0

黄佩玲

境内自然人

0.34%

2,108,217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生态优
先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4%

1,518,932

0

林穗贤

境内自然人

0.23%

1,417,344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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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除华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外，本公司董事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外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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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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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简称“本集团”）主要从事开发、制造和销售化学原料药、制剂、医药中间体
及其它产品。本集团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本公司拥有规模发展优势，是亚洲主要的解热镇痛类药物
生产出口基地。
本集团2020年半年度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3,285,773千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5.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72,312千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56%。
上半年，本集团克服新冠疫情、全球经济下滑等各种因素影响，抓机遇，拓市场，促创新，建项目，
固基础，实现企业稳态发展，各项生产经营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1）全力抢抓市场机遇，实现销售稳定增长
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和外贸形势急剧变化，上半年实现出口创汇1.74亿美元，同比增长11.89%，外贸出
口实现逆势增长。
抢抓国内原料药市场机遇，在抓好重点产品和特色原料药销售基础上，积极扩大兽药市场开拓，上半
年原料药内销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3.93亿元，同比增长11.88%。
整合各种渠道资源，加大线上服务力度，大力发展跨境出口业务，电商业务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人民
币1.40亿元，同比增长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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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国家带量采购及各地方招标，为大制剂战略推进筑基础。上半年十大制剂战略品种销售6.36
亿片支，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2.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4%、8.37%，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
（2）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创新成果显现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4.60%。本公司解热镇痛药物先进制造工程研究中
心被认定为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
上半年依达拉奉原料药获得上市资格，依达拉奉注射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批件。头孢
氨苄胶囊、布洛芬片、克拉霉素片3个产品5个规格通过了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一批重点自动化、智能化项目正在扎实推进。二分厂综合动力智能化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4个自
动控制重点项目如期施工。设备全生命管理系统进入现场检测安装。
（3）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企业发展添后劲
现代医药国际合作中心二期已完成系统调试，开始部分产品中试生产；高端注射剂项目已完成净化装
修招标和部分设备招标；重点产品连续化项目正在土建施工，并完成了自控系统和部分生产设备招标；紫
脲酸项目和乙酰丙酮（钙）项目已经启动建设，并完成了部分设备招标；兽药制剂项目已完成土建封顶，
开始净化装修。
（4）强化基础管理，抓牢抓实生命线工程
扎实推进年度隐患排查、应急演练、安全技术措施、教育培训“四大计划”，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各
项活动，顺利完成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换证。公司被国家应急管理部确定为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试点单位。
RTO装置等重点环措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厌氧氨氧化项目已进入调试阶段；二分厂207车间MVR项目
正式投入运行；完成了11套VOC在线监测数据信息化工作。
上半年顺利通过官方和客户审计19次，现代医药国际合作中心一期零缺陷通过了FDA认证，通过了德
国STADA公司检查，出口欧盟15个产品的62号令工作按期完成，7个产品通过GMP符合性确认，新增国外DMF
注册7个。ANDA布洛芬片完成验证批和注册批的生产，完成了针对英国和爱尔兰市场的布洛芬胶囊生产场
所转移，完成了新华百利高产品的商业批验证。
（5）深化内部改革，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通过职能整合、机构精简，加快大部室制改革。
制定《阳光采购管理办法》，设立招标工作办公室，对公司采购流程进行优化改进，进一步规范采购
管理，使采购过程更加科学、合理、高效、透明。
实施经理人契约化管理，与11个子公司41名经理人签订了契约化管理岗位聘用协议。
按国内有关规定披露的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分析
于2020年6月30日本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 6,795,794 千元，较年初上升 5.59%，总资产上升的主要原
因是本报告期经营产生盈利。
于2020年6月30日本集团货币资金为人民币1,114,374千元，较年初上升61.39%，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
报告期为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负债结构，取得控股股东借款人民币600,000千元。
于2020年6月30日本集团应收账款为人民币 602,359千元，较年初上升 94.74%，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
报告期销售规模扩大及部分销售业务付款期限未到。
于2020年6月30日本集团预付款项为人民币63,056千元，较年初上升111.78%，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报
告期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预付采购款增加。
于2020年6月30日本集团其他应收款为人民币27,222千元，较年初上升38.35%，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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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售后租回业务保证金及销售保证金增加。
于2020年6月30日本集团存货为人民币788,306千元，较年初下降30.26%，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
紧抓市场机遇，积极消化库存。
于2020年6月30日本集团其他流动资产为人民币62,663 千元，较年初下降39.10%，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末预缴所得税及增值税留抵减少。
于2020年6月30日本集团短期借款为人民币 230,000 千元，较年初下降57.4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为人民币517,364千元，较年初上升48.24%；长期借款为人民币
485,508 千元，较年初下降17.68%；长期应付款为人民币 660,800 千元，较年初大幅上升，变动的主要
原因是本报告期为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负债结构，取得控股股东借款人民币600,000千元。
于2020年6月30日本集团应付票据为人民币 224,414千元，较年初下降38.37%，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
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解付。
于2020年6月30日本集团应交税费为人民币 27,875 千元，较年初上升45.34%，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
报告期末应交所得税及增值税增加。
于2020年6月30日本集团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642,977 千元，较年初上升 9.55%，上升的主要原因详
见上述长期应付款变动原因。
于2020年6月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3,023,506千元，较年初上升1.83%，上升的主要
原因是本报告期经营产生盈利。
2020年上半年本集团销售费用为人民币 326,650千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6.9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
司不断加强销售费用管控，市场开发及终端销售费有所下降。
2020年上半年本集团管理费用为人民币 155,101 千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4.49%，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折旧及摊销费用增加。
2020年上半年本集团研发费用为人民币 157,167 千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18.51%，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强化科技进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2020年上半年本集团财务费用为人民币30,154 千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11.56%， 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借款规模有所上升导致利息支出增加。
2020年上半年本集团资产减值损失为人民币 5,369千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9.25%，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2020年上半年本集团营业利润为人民币 232,721 千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14.37%；利润总额为人民币
231,017 千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15.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72,312千元，较去年
同期上升 15.56%，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抢抓市场机遇，销售规模扩大；积极调整产品结构，
持续推进降本增效。
2020年上半年本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净额为人民币 200,602千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人民币
44,062千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销售规模扩大销售收入增加及不断加强存货管理，积极消化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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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本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净额为人民币 106,496 千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人民币
110,677 千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支付竞购灿盛制药（淄博）有限公司30%股权款。
2020年上半年本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净额为人民币 294,171 千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取得控股股东借款人民币600,000千元及偿还借款减少。
本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1)本公司享有淄博新华-百利高制药有限责任公司50.1%股东权益。该公司注册资本为美元20,949千
元,主要从事生产、销售原料药、固体制剂。于2020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308,379千元，所
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35,896千元。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17,795千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5.56%；实现利润总额为人民币31,916千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61%，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及动力采购
成本降低。
(2)本公司享有新华制药(寿光)有限公司100%股东权益。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0,000千元,主要
从事生产、销售化工产品。于2020ﾄ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837,910千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505,296千元。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417,302千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75%；实现利润总额
为人民币27,067千元，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
营业收入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比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上年同期增 比上年同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减

期增减

分行业
化学原料药

1,538,952,813.09

1,010,529,763.98

34.34%

10.55%

10.94%

下降 0.23 个百分点

制剂

1,344,752,815.46

993,976,942.77

26.08%

(4.23%)

3.72%

下降 5.67 个百分点

402,067,088.02

359,321,162.72

10.63%

23.17%

33.63%

下降 6.99 个百分点

3,285,772,716.57

2,363,827,869.47 28.06%

5.22%

10.56%

下降 3.47 个百分点

1,538,952,813.09

1,010,529,763.98

34.34%

10.55%

10.94%

下降 0.23 个百分点

1,344,752,815.46

993,976,942.77

26.08%

(4.23%)

3.72%

下降 5.67 个百分点

402,067,088.02

359,321,162.72

10.63%

23.17%

33.63%

下降 6.99 个百分点

3,285,772,716.57

2,363,827,869.47 28.06%

5.22%

10.56%

下降 3.47 个百分点

1,948,474,947.43

1,367,944,132.95 29.79%

(5.42%)

(1.48%)

下降 2.80 个百分点

美洲

526,156,055.65

394,305,467.75 25.06%

12.13%

23.19%

下降 6.73 个百分点

欧洲

550,175,286.48

406,527,858.35 26.11%

173.96%

179.02%

下降 1.35 个百分点

医药中间体及其他
合计
分产品
解热镇痛类等原料药
片剂、针剂、胶囊剂
等制剂
医药中间体及其他
合计
分地区
中国（含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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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260,966,427.01

195,050,410.42 25.26%

(33.52%)

(31.29%)

下降 2.43 个百分点

合计

3,285,772,716.57

2,363,827,869.47 28.06%

5.22%

10.56%

下降 3.47 个百分点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变化情况分析
金额（人民币元）

占利润总额比例(%)

项目
2020 年 1-6 月
营业利润
营业外收支净额
利润总额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32,720,933.35

387,436,288.68

100.74

101.58

(1,703,946.45)

(6,043,667.75)

(0.74)

(1.58)

231,016,986.90

381,392,620.93

100.00

100.00

本报告期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无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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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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