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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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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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生制药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马霏霏

刘子珑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赛达北一道 16 号
022-27641760
lisheng@lishengphar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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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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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上年同期

613,859,637.68

855,026,310.95

-2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567,032.86

88,856,429.54

-3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5,896,087.17

87,333,890.22

-3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730,531.90

117,061,094.58

-37.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49

-36.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49

-36.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1.93%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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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8,314,876.86

5,272,702,523.46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75,350,818.01

4,416,847,766.43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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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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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金浩医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36%

93,710,60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7%

4,507,700

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总
公司

国有法人

0.71%

1,301,535

孙治明

境内自然人

0.48%

880,000

陈崇熙

境内自然人

0.44%

800,000

靳国栋

境内自然人

0.32%

584,800

薛佩珊

境内自然人

0.29%

521,805

靳国霞

境内自然人

0.28%

503,800

蒋彩娟

境内自然人

0.27%

499,748

罗育文

境内自然人

0.27%

4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陈崇熙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8000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8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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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国栋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5848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584800 股。
靳国霞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5038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503800 股。
罗育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4400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50000 股，实际合
计持有 49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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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力生公司认真贯彻落实董事会工作部署，积极应对医药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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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在全面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稳步有序开展。
（一）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1385.9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8.21%；利润总额
6802.0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5.97%；实现净利润5656.70万元，同比下降
36.34%；资产总额52.38亿元，较上年末下降0.65%，净资产44.75亿元，较上
年末增长1.32%。
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与年度目标有一定差距。
一是受新冠疫情和带量采购的双重影响，二是部分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幅度较
大。
（二）2020年上半年经营工作完成情况
1.三项制度改革稳步落地。完成所属子公司职业经理人市场化选聘，开展
中层管理人员公开竞聘。细化绩效考核方案，通过激励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2.研发项目取得实质成果。盐酸异丙嗪片、盐酸维拉帕米片、碳酸氢钠片
通过一致性评价，并顺利完成生产转移。
3.生产能力水平显著提高。找准瓶颈切入点，实施生产扩批项目，进行全
流程优化，固体制剂商业批次缩减50%。积极开发MAH项目，激素生产线年产
能由4亿片提升至40亿片。
4.安全文化氛围愈发浓厚。压实安全责任，隐患排查整改形成闭环，搭建
应急管理梯形架构，开展应急救援培训。6月代表天津市顺利通过国务院安全督
查。
（三）2020年下半年经营工作安排
下半年，力生公司在持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认清形势压力，坚持转型
发展，保稳定、促发展、强根基、开新局。
1.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开拓市场。应对医药市场新形势，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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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营销策略，精准发力、以变应变。持续合规营销，扩大基层医疗和零售终
端覆盖。
2.精心组织、统筹谋划，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树立战略思维，谋划好“十
四五”规划，为公司发展定位。持续降本增效，开展成本控制攻关。深化OEE、
TPM应用，重点改善成品率和工时利用率。在加速新品研发和工艺改进上不断
发力，下半年力争更多报出一致性评价产品。
3.安全为基、质量为本，筑牢公司发展根基。开展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提升质量管理水平，构建标准化质量体
系，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产品。
4.强化执行、防控风险，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夯实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
行和刚性要求。开展资金管理和预算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安
全。
力生公司将紧盯任务目标，落实高质量发展理念，全力以赴，确保“十三
五”圆满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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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
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
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
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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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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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