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1-066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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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岭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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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0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瑞

王华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山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山
大街 238 号
大街 238 号

电话

0311-85901311

0311-85901311

电子信箱

002603@yiling.cn

002603@yil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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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896,092,027.92

4,486,871,174.20

3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4,116,590.98

714,236,288.43

3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29,264,906.00

691,582,013.87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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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0,695,931.91

1,813,485,029.50

-116.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71

0.4275

34.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71

0.4275

34.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6%

8.64%

1.62%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4,231,497,163.57

11,492,337,701.65

23.83%

8,689,839,703.71

8,919,266,488.0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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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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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53%

376,268,545

吴相君

境内自然人

20.81%

248,377,228

田书彦

境内自然人

3.14%

37,484,561

吴瑞

境内自然人

2.34%

27,925,7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6%

24,572,73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76%

9,093,59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6%

7,837,666

房卫兵

境内自然人

0.53%

6,271,152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48%

5,712,303

马云

境内自然人

0.42%

5,043,485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74,000,000

186,282,921

质押

20,340,000

20,944,290

质押

6,9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自然人股东中，吴相君为吴以岭之子，吴瑞为吴以岭之女，吴以岭、吴
相君、吴瑞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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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石家庄以岭
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21 以岭药业
年度第二期 SCP002
超短期融资
券

债券代码

012102173.IB

发行日

到期日

2021 年 06 月 11 日 2021 年 07 月 15 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50,000 3.21%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资产负债率

上年末
38.91%

项目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

22.35%
上年同期

69.76

145.58

三、重要事项
后疫情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2021 年初，面对本地区突如其来的疫情，公司迅速提高厂区防疫等级，
进行全封闭式管理，在安全前提下全力生产，保障市场供应。报告期内，在董事会和经营层的管理下，公
司继续全面推动精细化管理，深入挖掘潜力，全员上下统一思想，调整心态，提升凝聚力，强化执行力，
注重结果导向，积极围绕年度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各项经营工作，确保了公司经营的连续性及稳定性，实现
了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896,092,027.92 元，同比增长 31.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64,116,590.98 元，同比增长 34.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23,823,286.89 元，同比增长 33.58%。
（1）专利中药板块
1、产品销售
公司始终坚持以学术推广为中心，依托现有产品线，不断整合内外部资源，优化销售管理模式，强化
销售团队专业化建设，持续推进营销体系优化升级。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分类别终端分级管理及数
据化管理，发挥学术优势，对标竞品，深耕等级医院、零售药店、基层医疗机构等各类型终端市场，针对
不同终端采取不同的销售策略，在提高市场覆盖，提升市场占有方面开展了系列工作。
在医疗板块，公司深化落实“规范管理、细化管理、分线管理”战略决策，不断加强目标市场覆盖，持
续完善产品基础及临床研究，获得真实可靠的产品研究数据和循证医学证据。围绕学术研究成果，依托四
级络病分会体系，加大相关疾病“临床路径”及“专家共识”的学术推广力度，组织召开了第十七届国际络病
学大会及多场省级、地市级络病学术年会，发布通络药物研究成果，提高临床专家对公司产品科学合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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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认知水平。在基层医疗机构，围绕心脑血管病、感冒流感、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开展社区健康教育及
健康中国乡村行等活动，提升目标人群对公司品牌的认知度和忠诚度。
在零售板块，公司围绕“品牌、渠道、终端”组合营销战略，强化营销市场方案的顶层设计，加快完善
OTC 产品的推广证据。采取全品覆盖策略，针对重点锁定的全国 10 万家药店进行全产品覆盖，并建立了
心脑糖基础患者的店患慢病教育管理体系，选择重点连锁以及次重点连锁合作开展有针对性的药事服务活
动，让老百姓切身体验到免费的健康管理及药事服务。同时，借势连花品牌加快推进连花系列消杀防护产
品及连花清咳的市场覆盖及销售，加强各类连锁渠道的开发，提升连锁渠道的覆盖率。
在分销板块，公司建立了以锁定商业为平台的深度分销体系，针对医疗板块及零售板块暂时未覆盖到
的单体药房、民营诊所/医院、村卫生室，借力商业平台实现终端的覆盖和产品推广，进一步开发空白市场，
提升市场份额。
在商务板块，公司通过细化商业类型，优化商业结构，进一步加强了商业渠道的管理，确保了产品的
及时配送和价格稳定。同时，发挥商业的杠杆作用促进了各板块产品的市场覆盖。
随着公司学术品牌和社会品牌持续提升，以及营销体系不断优化升级，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实现
较好增长，其中主导品种心脑血管类产品同比增长 46.44%，厚积薄发重拾高增长；二线品种如津力达颗粒、
八子补肾胶囊、夏荔芪胶囊等同比增长超过 130%，实现放量增长。
在积极拓展国内市场的同时，公司也在不断加快推动中药国际化进程。公司继续积极推进连花清瘟产
品的国外注册工作，报告期内连花清瘟胶囊分别在蒙古国、乌兹别克斯坦、肯尼亚、乌克兰获得了上市许
可。截至目前，连花清瘟在新加坡、俄罗斯、加拿大、菲律宾、科威特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注册，
并积极布局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注册工作，为国际市场销售扩展铺平了道路。公司国贸中心于 2021
年初在海南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将以此为国际贸易平台，开展包括中药、化药、健康品的进出口以及中
医药技术输出和海外先进技术引入等业务，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2、药品研发
公司围绕中药品种研发，公司聚焦于心脑血管、呼吸、消化、内分泌、免疫、泌尿、妇科、儿科等中
医药优势特色治疗领域，强化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临床试验“三结合”的中药注册审评证据体系打造，
延续中药研发核心理论优势和系统研发优势，创新科研思维、严谨科学研究，不断丰富中药品种研发阵列，
拓展上市品种治疗领域。公司目前已获临床批件品种涉及内分泌、泌尿系统、消化系统、风湿、儿科呼吸
系统疾病等。在研立项品种涵盖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内分泌代谢系统、消化系统、妇科、
儿科等疾病，分别处于新药研发不同阶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申报中药新药 2 项，包括治疗失眠症的益肾养心安神片（曾用名：百灵安神片、
枣椹健脑安神片）和治疗轻、中度抑郁症的苏夏解郁除烦胶囊，其中益肾养心安神片已完成生产和临床现
场核查。2021 年 5 月，公司申报的小儿连花清感颗粒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2 期临床研究正在积极筹备，这将为公司在呼吸及儿科领域开拓新的市场。
公司积极持续开展已上市中药品种的上市后再评价及二次开发，开展药效作用机制研究、上市后临床
循证评价及真实世界研究，通过实验和临床数据验证产品作用机制和确切疗效，为中成药的临床应用提供
客观研究证据，建立产品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进一步提升产品临床价值，将产品的学术优势转化为
市场优势，驱动产品销量增长。
报告期内，“缺血性脑卒中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养正消积胶囊改善晚
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生活质量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连花清瘟胶囊治疗
非流感病毒性肺炎临床研究”等多项循证医学项目已经揭盲，相关文章正在撰写过程中。“津力达颗粒治疗
血糖控制不佳 2 型糖尿病合并血脂异常患者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中，作为金标
准评价的钳夹试验患者入选 50%。“夏荔芪胶囊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循证医学研究”病例入选 50%。“连花
清瘟颗粒治疗儿童流感随机、双盲、阳性药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已在 30 余家三甲医院启动。
公司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围绕心血管事件链高危因素引起血液凝聚→动脉硬化易损斑块→急
性心梗→心梗后心律失常→慢性心力衰竭关键环节，对接国际标准，首次以事件发生率为主要评价指标开
展通络干预心血管事件链的 5 项循证医学研究。截至报告期末，以糖尿病发生率为主要终点的“津力达颗
粒对代谢综合征糖耐量异常的干预研究”已完成总任务数 880 例病例入选；采用 OCT 技术评价冠脉易损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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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纤维帽厚度为主要疗效指标的“通心络干预冠状动脉易损斑块临床研究”，已完成总任务数 220 例病例入
选；以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为主要终点指标的“中国通心络胶囊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心肌保护研究”已完成总任
务数 3796 例病例入选，以射频消融后房颤复发率为主要指标的“参松养心胶囊对经射频消融房颤患者预后
临床研究”，已入选 70%受试者；以心血管死亡率、心衰加重再住院率为主要指标的“芪苈强心胶囊对慢性
心衰复合终点事件的评估研究”，已完成总任务数 3080 例病例入选。上述研究在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全国
300 余家医院中开展，并同时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公司预计上述研究结果将在未来陆续公布，以期
获得通络药物系统干预心血管事件链高级别循证证据，为中西医结合系统阻抑心血管事件链、降低心血管
疾病发病率与死亡率提高确切临床证据，提升中医药学科国际影响力。
3、专利注册
公司在报告期内获得国内发明专利 9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外观设计专利 60 项。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获得专利 639 项，其中发明专利 325 项，实用新型专利 19 项，外观设计专利 305 项。
（二）化生药板块
根据公司已制定的“国外制剂转移加工切入—仿制药国际国内双注册—专利新药研发生产销售”齐步走
的化生药发展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以岭万洲国际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万洲”）作为公司化生药
板块的运作平台，承担着公司化生药的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开发业务，是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中重要的业
务板块之一。目前，以岭万洲已经完全掌握了欧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GMP）理念，培养了一支熟悉欧美
药品法规及管理理念的高层次生产、技术及质量管理人才团队。营销网络布局国内外，在中国和美国两个
全球最大的医药单体市场建立了自营营销团队和营销网络，已获得美国 50 个州的药品批发商许可证。
报告期内，受国际疫情因素的影响，国际货运成本大幅上涨，以岭万洲产品在国外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受到部分影响。面对外部不利因素，以岭万洲积极应对，优化产能配置、品种配置，将业务重点由原来低
毛利的合同加工、自有仿制药生产销售，转向高货值、高毛利仿制药加工、自研高端制剂和创新药方向发
展，同时开始向新兴市场国家注册销售产品，促进了市场多元化、客户多元化，降低市场风险，打造以岭
万洲长期发展的核心科技、核心产品和核心业务。以岭万洲还与银行和客户积极洽谈，使用多种金融工具
和价格谈判，努力将人民币升值、货运提价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化解到最低。同时，以岭万洲利用化学药研
发、生产、销售一体化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的医药研发单位、生产单位、医药企业及商业公司的创新药
的委托研发、临床样品加工、生产场地技术转移、商业化生产和市场销售等业务，目前已有多个一类创新
药和 505B（2）/缓控释等高端制剂项目与多家公司达成合作，形成从关键中间体—API—制剂的完整的
CDMO 业务产业链。
公司目前已向美国 FDA 申报了 12 个 ANDA 产品，其中 10 个自研产品已获得批准，另有 3 个外购 ANDA
批文已落户以岭。
针对国内市场，公司利用“欧美共线”申报的优先审评政策，已将 5 个已获得美国 FDA 批准的 ANDA
产品转报国内，目前 4 个已进入国家药品审评中心优先审评程序。
除了国内和国际的市场规划，公司也调整了自有产品的研发方向，由普通仿制药制剂向专利到期的首
仿制剂、高技术壁垒的缓控释制剂等高端仿制药转变，进一步提高自有产品的科技竞争力。截至本报告期
末，公司有 4 个一类创新药品种进入临床阶段，多个一类创新药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其中苯胺洛芬注射
液已经结束二期临床，正在开展三期临床实验。该产品上市后将为广大术后疼痛患者提供临床使用方便、
镇痛效果较好、毒副作用较少的非甾类镇痛抗炎药的静脉和肌肉给药剂型，大大缓解病人痛苦，预期将有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公司还积极开展化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目前已有 8 个产品获得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其
中 4 个中标国家集采。
以岭万洲的全资子公司万洋衡水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水万洋”），作为以岭万洲的化药原料药的
研发生产基地，主要规划生产市场紧缺的医药中间体、市场畅销的大宗原料药、特色原料药等产品，并为
一类创新药在以岭万洲的落地提供原料药生产保障。报告期内万洋原料药的研发及产业化一期项目建设正
在抓紧施工中。
（三）健康产业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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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专注健康产业的发展平台——以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健康”）作为健康板块的主
要运营平台，构建了健康产业架构——涵盖石家庄地面以岭健康城、以岭健康电商、健康产品营销中心、
以岭药堂连锁等业务板块，将健康产品研发销售和健康管理服务体系高度整合。
公司以络病理论为指导，秉承中医治未病理念，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将中药草本、药食同源理
念应用系列健康产品研发上，目前已研发上市了系列健康产品，形成连花呼吸健康系列产品、通络健康心
脑系列产品、养精抗衰老增强免疫力系列产品、动形抗疲劳护关节系列产品、静神助眠及改善情绪系列产
品。其中连花呼吸健康系列产品将连花清瘟精研本草组方针对病毒和细菌抑制、杀灭能力，延伸到消杀、
防护、饮品和提高自身呼吸系统免疫力等产品研发上，逐渐形成消杀、防护、清菲（清肺）
、养正四大系
列产品，“外防内调”有效阻断病毒人传人、物传人、环境传人三种路径，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全方位保
护呼吸健康。连花清瘟口罩爆珠、连花清咽抑菌喷剂、连花空气草本除菌凝胶以及连花清菲植物饮料/茶等
产品有着广阔的消费群体，借助连花清瘟品牌势能，力争成为呼吸系统防护第一品牌。
在品牌层面，以岭健康以体验营销、事件营销等形式着重打造连花品牌，调整适应主流快消品牌运营
思路，以权威媒体背书品牌，扩大 B 端影响力，以新媒体种草（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明星直播等）培
育品牌年轻化，成功打造网红产品“连花清瘟爆珠”，有效提高 C 端转化，逐渐形成品牌、渠道共振品销合
一的新模式。
在渠道层面，以岭健康通过“大品牌、大分销”的战略导向，聚焦“3+1+1（连花空气草本除菌凝胶，连
花清瘟口罩爆珠，连花清咽抑菌喷剂）+连花健康包+连花清菲植物饮料/茶核心品牌产品”积累忠诚消费人
群，助力线上线下，药线、快消招商销售。接下来将重点打造线下 1 个中心 6 个城市拓展商超、CVS 及大
卖场等渠道建立样板市场，再通过品牌授权、品牌定制模式达成“石油石化/航空铁路/银行保险/酒店餐饮/
代理商（全国/省）”等市场联动，有效实现品牌和利益共赢。
此外，健康板块还围绕连花呼吸健康系列产品及“通络-养精-动形-静神”重点产品，按照市场为龙头原
则，研发部门不断加大研发力度，寻找更多证据，各经营部门整合资源、整合功能、整合市场、整合营销，
全力以赴，确保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项目投资
公司投资中心围绕公司产品线总布局增加品种，实施投融结合的经营式投资策略，采取购买、并购等
多元化的投资模式，报告期内引进中药项目 2 个，适应症涵盖月经不调、慢性盆腔炎领域；引进化药一类
新药项目 2 个，适应症涵盖前列腺癌、广谱抗病毒领域。研究院投资项目管理组织对已签约项目进行全程
的跟踪、协调、管理，确保项目的落地实施，努力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丰富的产品储备。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相君
2021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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