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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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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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武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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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5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赓熙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钦江路 333 号 40 号楼 5 楼

电话

021-64852611

电子信箱

invest@wolwobiotech.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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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9,428,281.04

274,337,272.82

-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055,199.74

130,478,340.23

-1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4,702,220.64

127,500,058.62

-1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1,281,305.63

103,539,335.95

17.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45

0.2492

-17.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45

0.2492

-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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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8%

12.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3.8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25,313,502.96

1,428,210,902.69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83,812,324.58

1,270,995,838.35

1.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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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我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86%

203,454,131

胡赓熙

境内自然人

10.34%

54,150,37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其他

3.34%

17,503,056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其他

2.07%

10,845,737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 其他
投资基金

1.96%

10,272,13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 其他
基金

1.96%

10,265,408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
其他
长证券投资基金

1.83%

9,6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其他

1.71%

8,97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6%

8,696,418

0

陈健辉

境内自然人

1.52%

7,961,091

6,537,143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0
40,612,777 质押

1,750,000

1、 我武咨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胡赓熙、YANNI CHEN（陈燕霓）为公司的实际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制人。
2、 陈健辉与实际控制人 YANNI CHEN（陈燕霓）为姐弟关系。
3、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无
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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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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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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942.8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05.5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0,470.22万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17.88%。
（一）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按照经营计划，持续重视研发创新，继续提升药品的综合研发能力，不断完善公司产品在过敏
性疾病领域的覆盖能力，部分项目取得了阶段性进展：“黄花蒿花粉变应原舌下滴剂”目前处在新药申请的技术审评阶段，但
受新冠疫情影响，审评进度有所推迟；“黄花蒿花粉变应原舌下滴剂”对儿童变应性鼻炎患者的Ⅲ期临床试验已完成全部受试
者入组。“黄花蒿花粉点刺液”、“葎草花粉点刺液”、“白桦花粉点刺液”、“豚草花粉点刺液”、“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对照液”
的点刺产品获得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件（TREC2020-14），2020年8月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
“悬铃木花粉点刺液”、“德国小蠊点刺液”、“猫毛皮屑点刺液”、“狗毛皮屑点刺液”、“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对照液”的点刺产
品获得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件（TREC2020-16），已完成Ⅲ期临床的准备工作，即将进入Ⅲ
期临床试验阶段。公司逐步形成了过敏性疾病诊疗领域多种产品协同发展的产品格局。
另外，子公司上海我武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先后开发了自研培养基、自研冻存液、仿生理条件细胞培养、人工智能辅助
细胞生产等技术，并申请了多项相关专利，率先完成了重要生产用材料由传统进口向优质国产和自主研发的转化，并已于
GMP车间内完成首个干细胞药品的中试生产。此外，公司建立了干细胞培养条件与药效筛选平台，继续深入质量研究，建
立了多种动物的多个疾病模型，深化了体内与体外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
（二）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2月下旬顺利复工复产，满足市场需求。同期，点刺提取车间、点刺制剂车
间完成安装调试，并完成临床样品生产。土建方面受新冠疫情影响，项目总体延期3~4个月，其中：回山路厂区制剂综合楼
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剩余的水电安装、户外道路管道在紧张施工中；伟业路新厂区一期土建主体工程正在进行外墙粉刷、户
外道路管道施工；二期动物中心项目地下基础工程已经完成，主体预计春节前封顶。
（三）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在市场推广方面，公司持续侧重产品核心优势的宣传；在学术建设方面，积极开展与临床机构的课题合作、
积累高端学术文章、优化更新学术推广工具，其中畅迪相关文章已累计至350篇，其中共有88篇收录于美国PUBMED数据库，
包括SCI论文34篇，中华期刊学术论文12篇，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学术论文42篇；营销网络建设和商务管理方面，公
司积极推进产品在全国的推广，充分了解和解读各省招标新政。在销售指导方面，公司持续完善并优化销售管理流程及对一
线销售人员的专业培训体系，共培训新员工9期，二次学术线上强化培训67场。同时，公司参加了《变应性鼻炎及过敏性哮
喘舌下免疫治疗中国指南》的线上发布会。通过上述方式提高了一线销售人员的工作水平和管理水平，扩大了市场规模，提
升了产品的品牌形象。
（四）人才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秉承“德才兼备”、“以师为友”、“训导为先”的人才理念。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公司通过更为精
准的招聘、培训和培养机制，通过与国内多所大学的合作，积极推进优秀人才梯队的建设，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五）新产品开拓方面
公司积极布局新领域新产品的开拓，2020年5月投资设立了浙江我武天然药物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集中资源
在天然药物领域的开发。
2020年5月公司投资设立了浙江我武踏歌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2020年6月踏歌药业从公司受让取得上海凯
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19.9%的股权，转让价款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0）
审字第61232889_B01号】中2019年12月31日所评估凯屹股权的公允价值为依据确定，共计人民币1,313万元。凯屹医药专注
于研发一种新型支气管扩张剂，用于治疗COPD和哮喘。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

259,428,281.04

上年同期
274,337,272.82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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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报告期内半成品
生产车间产量减少，导致
45.87%
产成品分摊费用增加所
致。

营业成本

14,155,024.00

9,703,592.73

销售费用

95,937,222.18

98,526,866.25

-2.63%

管理费用

14,332,834.03

13,376,707.38

7.15%

财务费用

-13,016,848.67

-12,047,864.32

-8.04%

所得税费用

19,662,604.45

22,814,514.94

-13.82%

研发投入

31,126,737.10

27,422,296.25

1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281,305.63

103,539,335.95

17.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91,243.89

46,506,966.34

主要系到期赎回银行理
-157.82% 财产品收到的现金减少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245,120.00

63,780,000.00

主要系子公司上年同期
-247.77% 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
的现金增加所致。

153,283.51

213,826,421.48

24,895,006.36

14,054,625.8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研发费用

主要系投资活动产生的
-99.93% 现金流量和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减少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内干细胞
77.13% 等原有研发项目投入持
续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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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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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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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
件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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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设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本集团合计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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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我武天然药物有限公司

浙江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等

100.00%

浙江我武踏歌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等

100.00%

湖州市遇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查等

100.00%

(1)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为注册资本于2020年5月12日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浙江我武天然药物有限公司。
(2)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为注册资本于2020年5月12日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浙江我武踏歌药业有限公司。
(3)公司子公司浙江我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万元为注册资本于2020年4月9日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
湖州市遇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赓熙
2020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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