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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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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百花 600721 *ST百花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瑜 刘佳 

电话 0991-2356610 0991-2356600 

办公地址 乌鲁木齐市中山路141号 乌鲁木齐市中山路141号 

电子信箱 wy@xjbhc.org ljia@xjbhc.org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252,564,144.48 1,291,205,717.74 -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02,691,450.08 954,695,566.45 -5.4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42,083,815.35 -42,877,591.50 1.85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99,030,067.25 133,148,773.65 -2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6,734,238.36 37,486,550.58 -19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219,354.49 30,461,274.92 -186.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9 4.02 减少8.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17 0.0936 -197.9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17 0.0936 -197.9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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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新疆华凌工贸（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9.86 79,525,087 0 无 0 

张孝清 境内自

然人 

11.88 47,576,489 17,710,370 质押 15,000,000 

  境内自

然人 

      冻结 25,252,039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31 25,252,039 25,252,039 无 0 

新疆新农现代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21 16,873,556 0 无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18 8,721,815 0 无 0 

张德胜 境内自

然人 

2.04 8,149,601 0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道康祥

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3 8,143,322 0 无 0 

上海嘉企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3 8,143,322 0 无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84 7,372,752 0 无 0 

西藏瑞东财富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瑞丰医药投资基

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8 7,138,32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

况。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资产总额 12.5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9.03亿元；营

业总收入 0.99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5.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37亿元。 

报告期公司医药业务与去年同期对比销售下滑，成本上升，导致利润下降，具体情况如下： 

1、华威医药合并报表实现收入 8266.3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0.30%。 

其中个别报表中：华威医药研发收入 4808万元，较上年的 7516万元减少 2708 万元(其中一

致性评价收入减少 2114 万元,技术开发收入减少 1 万元,技术转让收入减少 647 万元)；礼华临床

业务实现收入 3083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6万元 (其中 BE 业务收入增加 654 万元,大临床业

务收入减少 1390万元;PK及技术服务收入减少 269万元)；其他业务收入增加 121万元。 

2、华威医药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成本 8531.14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60.5%。 

其中个别报表中：华威医药营业成本发生 6161万元，较上年的 2037万元，增加 4124万元（其

中一致性评价成本增加 451 万元,技术开发成本增加 2700万元,技术转让成本增加 971万元)；礼

华临床业务减少成本668万元(其中BE 业务成本增加512万元,大临床业务成本减少1071万元;PK

及技术服务成本减少 108万元)；其他业务成本减少 242万元。 

3、华威医药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268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796万元。 

其中华威医药实现净利润-3053 万元,较上年 3031 万元减少 6084 万元，礼华实现净利润 322

万元,较上年 503万元,减少 181万元。 



4、华威医药净利润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客户战略调整、研发项目进度滞后等原因终止合同减少净利润 1669.59万元。 

因仿制药注册分类改革、临床批件政策调整、集采等政策影响，部分客户对立项品种进行战

略调整，舍弃一些在研品种，以及部分项目研发进度滞后等原因，华威医药本期终止合同 10个，

其中临床批件项目 3个，技术开发项目 5个，一致性评价项目 2个。冲减收入 1328 万元，结转成

本 341.59万元，减少净利润 1669.59万元。 

主要合同终止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签订时间 合同单位 研发项目 合同金额 冲减收入 结转成本 

 

影响利润合

计 

1 2018年 11月 

浙江金华康恩

贝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 

艾氟康唑及

外用溶液的

技术开发 580 435 8.49 

 

443.49 

2 2018年 11月 

浙江金华康恩

贝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 

泊沙康唑注

射液的技术

开发 500 375 -75.21 

 

299.79 

3 2017年 3月 

金鸿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盐酸伐地那

非片技术转

让 280 118 58.91 

 

176.91 

4 其他 7个终止合同     400 349.40 749.40 

5 合  计     1,328 341.59 1,669.59 

（2）受政策调整影响订单下降导致收入下降。 

受政策和市场环境影响，本期华威主营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1380 万元（未含终止合同），一

方面是在国家政策调整的大环境下，批件委托订单业务收入减少；另一方面，2019 年-2020 年 6

月，一致性评价业务订单逐年下降，致使本报告期按研发节点确认收入的一致性评价业务量减少，

一致性评价收入较上年下降。 

（3）因技术难度及审评要求提高等原因导致成本增加。 

由于对部分项目的技术难度估计不充分，部分项目存在重复开展预 BE，加之审评要求不断提

高，对前期部分项目增补试验数据等，导致本期营业成本增加。由于项目现行研发周期延长预算

总成本增加，致使本期营业成本增加；此外，受本年度不可抗力影响，本年度研发项目分摊的固

定成本加大也致使营业成本增加。综上因素，其中：一致性评价增加结转成本 602 万元，技术转

让增加结转成本 1053万元，技术开发增加结转成本 1481万元，合计 3136万元。 

二、主要工作 

1、积极调整经营布局，加快推进主营业务转型升级。 



（1）开拓创新药临床服务业务，不断探索创新药研发及持有模式。 

在不断提高仿制药 CRO 业务研发质量基础上，大力发展创新药业务，拓展创新药临床服务业

务，并逐步强化检测、CRC、数据管理、统计分析业务，通过 MAH布局高端制剂药品生产和销售，

发展中间体配套生产及特色原料药，以及从高端制剂到创新药物、从临床到检测分析的全产业服

务链条，从而使公司逐渐转型成为仿制药 CRO 服务、生产批文转让及持有、原料药、中间体配套

销售的综合型企业。  

（2）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实施积极的内培外训策略。 

本年 6 月，华威医药经营负责人遴选到位后，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大力推行优秀人才战

略，建立完善人才“招、引、培”体系，实施高端人才引进策略的同时，关注中层研发人员素质

的整体提升；通过加大培训的中长期规划和投入，建立公司内培外训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以

多形式的专业教育和技术强化，提升团队的综合实力；不断完善薪酬激励机制，保持核心技术团

队稳定。截止目前公司员工 765人，研发技术人员占比达 80%以上，员工平均年龄 29岁。 

（3）调整组织管理架构，不断提升企业综合研发管理质量。 

由于华威原技术中心管理幅度过大，项目管理衔接环节较多，在项目跟踪、成本控制、决策

效率方面有待改进，本年度公司对技术团队进行了内部组织机构调整，将原七部门两级管理职能

制，改革成为成立四部门+若干研发部的统一管理架构。同时成立立项委员会，强化公司的自主研

发立项能力，逐步健全药学技术部门与临床部门的交流会诊机制，完善技术与商务的协调合作机

制等。 

（4）强化制度建设，不断提高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 

企业管理制度应随着公司经营实际及市场环境变化动态完善调整。本年，公司对项目管理的

标准化体系和制度化流程进行了补充完善，并建立风险评估和利润预算考核机制，明确审批流程

各节点环节要求，从而不断增强公司内部管理的驱动力和管控力。 

2、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助力创新药板块发展。 

为支持子公司南京礼威生物创新药项目，以及子公司黄龙生物的药品研发和产业化项目的长

足发展，公司筹划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以加大对项目的资源及资金投入力度，以项目

的推进实施推动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3、加快推进仲裁裁决的执行进程，依法维护上市公司权益。 

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赔偿事项有序推进，

截止目前，业绩对赌方的 2525万股已完成回购注销赔偿，相关违约赔偿，公司已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现已处于公开拍卖被执行人股票的强制执行阶段。 

4、改善基本运营环境，努力提升市场的育商引商水平。 



因不可抗力，上半年公司市场租赁收益受到较大影响，为降低空租率提升市场运营环境，针

对经营大楼入口较小不醒目、进入车流不畅通等状况，公司进行了经营大楼入口大门的改造调整

规划，拟对进车道、停车场及收费系统进行改造升级，对市场及写字间布局进行了调整，并积极

加大招商力度，最大限度降低外部环境等不利因素对市场租赁的冲击和影响。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审议通过，按财政部要求于今年年初开

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规范重新评估公司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列报和披露等方

面，资产负债表增加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项目。 

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选择仅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累积

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 2020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和财务报表其他相关

项目金额，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