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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中期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本中期报告摘要摘自中期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阅读中期报告全文。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中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

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董事未出席名单 

未出席董事姓

名 
未出席会议原因 受托人姓名 

朱永法 出差 田信桥 

高益民 出差 田信桥 

1.4  公司中期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5  公司法定代表人过鑫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寿晓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寿晓梅声明：保证中期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鑫富药业 

股票代码 0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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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投资者关系管理负责人 

姓名 阳志勇 吴卡娜 阳志勇 

联系地址 浙江省临安市锦城镇 浙江省临安市锦城镇 浙江省临安市锦城镇 

电话 0571-63759225 0571-63759205 0571-63759225 

传真 0571-63759225 0571-63759225 0571-63759225 

电子信箱 yangzy@xinfupharm.com anna@xinfupharm.com yangzy@xinfupharm.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流动资产 204,657,399.08 186,601,701.33 9.68%

流动负债 213,421,152.35 196,016,208.57 8.88%

总资产 529,459,745.88 516,944,748.33 2.42%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316,038,593.53 320,088,986.38 -1.27%

每股净资产 4.63 4.69 -1.28%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4.58 4.65 -1.51%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净利润 5,597,107.15 15,162,783.23 -63.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5,843,287.90 15,392,177.68 -62.04%

每股收益 0.08 0.22 -63.64%

每股收益（注） 0.08 - - 

净资产收益率 1.77% 4.74% -2.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762,131.27 1,413,260.39 732.27%

注:如果报告期末至报告披露日公司股本已发生变化，按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

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

产、其他长期资产产生的

损益 

0.00

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 140,000.00

各项非经常性营业外收

入、支出 
-507,4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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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企业所得税影响数

（所得税减少以“-” 表

示） 

-121,253.21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数（亏

损以“-”表示） 
0.00

合计 -246,180.77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股份 
39,975,000 58.57% 0 0 0 0 0 39,975,000 58.57%

1、国家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2、国有法人

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3、其他内资

持股 
39,975,000 58.57% 0 0 0 0 0 39,975,000 58.57%

  其中：          

  境内法人

持股 
23,185,500 33.97% 0 0 0 0 0 23,185,500 33.97%

  境内自然

人持股 
16,789,500 24.60% 0 0 0 0 0 16,789,500 24.60%

4、外资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其中：          

  境外法人

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境外自然

人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二、无限售

条件股份 
28,275,000 41.43% 0 0 0 0 0 28,275,000 41.43%

1、人民币普

通股 
28,275,000 41.43% 0 0 0 0 0 28,275,000 41.43%

2、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3、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4、其他 0 0.00% 0 0 0 0 0 0 0.00%

三、股份总

数 
68,250,000 

100.00

%
0 0 0 0 0 68,250,000 100.00%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中期报告摘要 

 

3.2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8,486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

责任限公司 
其他 31.04% 21,186,750 21,186,750 0

林关羽 其他 14.64% 9,993,750 9,993,750 0

吴彩莲 其他 7.03% 4,797,000 4,797,000 0

临安博联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其他 2.93% 1,998,750 1,998,750 0

殷杭华 其他 1.76% 1,199,250 1,199,250 0

陈世群 其他 0.67% 459,300 0 0

林树春 其他 0.60% 408,600 0 0

陈光良 其他 0.59% 399,750 399,750 0

汪军 其他 0.59% 399,750 399,750 0

黄丹心 其他 0.58% 398,044 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陈世群 459,300人民币普通股 

林树春 408,600人民币普通股 

黄丹心 398,044人民币普通股 

马志宇 350,000人民币普通股 

郭幼全 227,800人民币普通股 

余雄 217,100人民币普通股 

林素群 215,766人民币普通股 

鹤山市永亨贸易有限公司 206,900人民币普通股 

宗建华 178,600人民币普通股 

何玉秀 147,657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定持股期限的说明 

股东名称 约定持股期限 

无 无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中期报告摘要 

 

□ 适用 √ 不适用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分产

品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利润

率（％） 

主营业务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 

主营业务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减

（％） 

主营业务利润

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有机化学产品

制造业 
16,032.33 11,710.15 26.96% 20.16% 31.97% -6.53%

生物药品制造

业 
1,254.12 378.92 69.79% 2,028.26% 662.83% 54.08%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D-泛酸钙 13,399.94 9,931.74 25.88% 28.43% 39.41% -5.84%

D-泛醇 2,435.61 1,705.29 29.98% -10.99% 1.22% -8.45%

骨青春乐缘片 1,248.38 374.55 70.00%

其它 202.52 77.50 61.73% -12.29% -32.15% 11.20%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国内 5,828.81 84.48%

国外 11,457.65 11.87%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 适用 √ 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上年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05年初公司开始向医药领域拓展，2005年10月公司第一个保健品骨青春乐缘片上市，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保健品主营业务收入1,248.38万元，占到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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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主导产品D-泛酸钙毛利率比去年同期下降5.84%、D-泛醇毛利率水平下降8.45%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D-泛酸钙和D-泛醇产品以石化产品为主要原材料，报告期内石油价格持续创出新高，导致原材料成本

比上年同期上升5.32%；和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新增合并湖州狮王报表，公司自去年7月开始合并湖州

狮王报表，湖州狮王的D-泛酸钙生产相关的厂房、设备折旧计入D-泛酸钙的生产成本，公司根据D-泛酸钙

产品市场的供求状况来确定产量，在产能未完全释放前，D-泛酸钙生产的单位折旧成本比收购湖州狮王前

的D-泛酸钙单位折旧成本有所上升。以上两主要因素导致了D-泛酸钙产品毛利率的下降。报告期公司D-泛

醇毛利率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市场竞争加剧，D-泛醇销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8.20%所导致。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由于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5.09%，然而由于报告期内第一季度公司

保健品在春节市场推广中进行了大量的广告宣传；第二季度公司重点建设江苏、上海、北京、天津、安徽

等省市的医药保健品市场营销网络，新增大量的销售人员、办公设备、网点进场费、促销费等营销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在骨青春市场建设费用、广告费合计支出1,636.57万元，导致报告期内营业费用比去年同期

增长210.48%；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总额上升而增加的利息支出引起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

132.48%；公司收购湖州狮王和淄博尤夫化学品有限公司需要进行的投资差额的摊销。以上因素的影响最终

导致报告期内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3.09%。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946.40
募集资金总额 17,714.4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5,869.80

承诺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原计划投

入总额 

报告期内

投入金额

累计已投

入金额

实际投资

进度（%）

报告期内

实现的收

益（以利润

总额计算）

项目建成

时间或预

计建成时

间 

是否符

合计划

进度 

是否符

合预计

收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新建年产200

吨泛硫乙胺工

程项目 

否 2,950.00 381.16 2,228.78 75.55% 0.00 2006.12是 是 否 

建立企业技术

中心项目 
是 2,000.00 0.00 153.12 7.66% 0.00 2006.6否 否 是 

合计 - 4,950.00 381.16 2,381.90 48.12% 0.00 - - - - 

分项目说明未

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2005年初公司开始实施向医药、保健食品领域拓展的战略决策，公司的经营研发重心也开始

向医药保健食品转移，公司在向医药保健品领域拓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此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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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项目资金使用用途有利于集中公司资源发展医药、保健类产品，为公司向医药保健品领域战

略成功转型提供资金支持。2005年公司在医药保健食品方面研发费用近600万元，已大幅高

于公司在生化领域的研发投入，公司在生化领域实施大规模的研发投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发

生了变化。 

募集资金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公司2006年5月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建立企业技术中心项目”中

原计划利用购买的“杭州亚华企业公司青山湖培训中心”部份楼面作为技术中心办公及实验

室用房，现因为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变化，建设地点亦变更为临安经济开发区药业分部综合办

公楼4楼。 

募集资金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项目

先期投入及弥

补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

使用情况 
无 

5.8.2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投资项目的资金总额 1,846.88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金额 

报告期内

投入金额

累计已投

入金额

实际投资

进度（%）

报告期内

实现的收

益（以利润

总额计算）

项目建成

时间或预

计建成时

间 

是否符

合计划

进度 

是否符

合预计

收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中药制剂

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

目 

建立企业

技术中心

项目 

1,600.00 372.04 372.04 23.25% 0.00 2006.12是 是 否 

建立企业

技术中心

项目（药业

研发中心） 

建立企业

技术中心

项目 

246.88 193.20 193.20 78.26% 0.00 2006.12是 是 否 

合计 - 1,846.88 565.24 565.24 30.61% 0.00 - - - - 

分项目说明变更原因及变更程

序 

由于公司在生化领域实施大规模的研发投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已发生变

化。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决定将该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变更用于医药保健品车间建设和医药领域的研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和2005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变更“建立企业技术中心项目”中的

16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建设“中药制剂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研发资金

246.88万元应用于医药、保健品领域，研发投入包括研发设备采购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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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办公设施的建设。 

分项目说明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5.10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11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

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2  重大担保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中期报告摘要 

 

□ 适用 √ 不适用  

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6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交易类型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杭州万喜粱酒业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法人 
购货 6.00 100.00%

6.7  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股东名称 特殊承诺 履约情况 承诺履行情况 

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限

公司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60

个月内，在任何价位均不上

市交易；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起，若公司股票在连续5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未能达到

或超过22元/股，即使在前述

承诺期满后的12个月内也不

上市交易。期间若公司发生

派息、送配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应对前述承诺的公司股

价作除权除息处理。 

履约中 履行承诺 

林关羽 

①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②在前项承诺期

期满后，通过深交所持牌交

易出售股票，出售数量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

内不超过5%，在24个月内不

超过10%。 

履约中 履行承诺 

吴彩莲 ①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履约中 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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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②在前项承诺期

期满后，通过深交所持牌交

易出售股票，出售数量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

内不超过5%，在24个月内不

超过10%。 

临安博联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履约中 履行承诺 

殷杭华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履约中 履行承诺 

陈光良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履约中 履行承诺 

汪军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履约中 履行承诺 

注：特殊承诺指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除法定承诺之外的其他承诺。 

6.8  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会议召开次数 3

董事姓名 职务 亲自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缺席次数 

是否连续

两次未亲

自出席会

议 

过鑫富 董事长 3 0 0否 

林关羽 副董事长、总经理 3 0 0否 

殷杭华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3 0 0否 

陈光良 董事 3 0 0否 

叶子骐 董事 2 1 0否 

汪  钊 董事 3 0 0否 

高益民 独立董事 2 1 0否 

田信桥 独立董事 3 0 0否 

朱永法 独立董事 3 0 0否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7.2  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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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6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172,864,523.28 172,864,523.28 134,010,850.83 133,628,048.03

  减：主营业务成本 120,890,752.27 121,709,282.67 89,231,422.91 88,868,435.85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1,761,310.14 1,556,860.12 1,151,214.96 1,144,338.40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50,212,460.87 49,598,380.49 43,628,212.96 43,615,273.78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390,640.09 63,117.08 427,986.25 427,986.25

  减：营业费用 19,265,389.57 18,951,163.49 6,204,999.80 6,180,096.69

      管理费用 14,264,277.31 12,935,298.40 12,303,620.23 11,027,065.03

      财务费用 5,036,148.83 5,037,416.42 2,166,266.64 1,799,562.23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12,037,285.25 12,737,619.26 23,381,312.54 25,036,536.08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3,464,448.27 -4,195,632.98 -49,576.73 -1,704,800.27

      补贴收入 140,000.00 140,000.00 90,000.00 90,000.00

      营业外收入 1,247.84 1,934.39 1,934.39

  减：营业外支出 508,681.82 506,417.93 548,655.49 548,655.49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8,205,403.00 8,175,568.35 22,875,014.71 22,875,014.71

  减：所得税 2,592,731.41 2,592,731.41 7,712,231.48 7,712,231.48

      少数股东损益 15,564.44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5,597,107.15 5,582,836.94 15,162,783.23 15,162,783.23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78,708,186.83 77,748,034.38 70,679,295.52 70,679,295.52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84,305,293.98 83,330,871.32 85,842,078.75 85,842,078.75

  减：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

金 

      提取职工奖励

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

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

的利润 
84,305,293.98 83,330,871.32 85,842,078.75 85,842,078.75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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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10,237,500.00 10,237,500.00 10,500,000.00 10,500,000.00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74,067,793.98 73,093,371.32 75,342,078.75 75,342,078.75

利润表（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

或被投资单位所得收

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

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法定代表人：过鑫富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寿晓梅   会计机构负责人：寿晓梅 

7.3  报表附注 

7.3.1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原因及影响

数。 

□ 适用 √ 不适用  

7.3.2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独资子公司杭州临安鑫富保健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6日登记注册完成，注册资本3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销售：定型包装食品（保健食品）（许可证有效期至2010年5月26日）；服务：食品中

介。纳入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发起设立杭州临安鑫富保健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主要是为了加强独立核

算，除主要代理公司保健品销售外，也为未来代理其它公司产品销售创造条件。报告期内杭州临安鑫富

保健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基本执行了公司原营销中心职能，合并报表后的财务状况和公司原业务框架下的

财务状况基本相同。 

7.3.3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