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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2014-048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鑫富药业 股票代码 0020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卡娜 楼渊 

电话 0571-63807806 0571-63759205 

传真 0571-63759225 0571-6375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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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7,684,283.61 336,694,651.61 2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129,825.78 9,388,606.43 1,04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7,016,110.43 8,667,305.04 1,134.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4,756,813.64 14,656,400.92 546.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04 1,1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04 1,1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7% 1.93%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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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3,676,289.55 1,060,985,293.96 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6,163,398.45 507,644,567.88 21.38%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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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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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临安申光

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56% 51,934,896  质押 6,800,000 

林关羽 境内自然人 8.80% 19,400,901 14,550,676 质押 12,4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均衡

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4.64% 10,222,131    

吴彩莲 境内自然人 3.35% 7,385,183    

中国建设银行

－华夏红利混

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82% 6,219,282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2% 3,35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医药

保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7% 2,809,367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社会

责任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3% 2,039,946    

中国银行－华

夏行业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82% 1,810,82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邮战略新兴产

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9% 1,531,5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过鑫富先生，吴彩莲女士是过

鑫富先生的配偶，林关羽先生是吴彩莲女士妹妹的配偶，上述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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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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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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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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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2014年半年度经营情况概述 

2014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围绕精细化工和节能环保新材料两方面产业发展，同时在公司

及下属各子公司范围内继续加强节能降耗工作的推进，并通过开展、落实全面预算工作和继

续深挖技术潜力，严控成本消耗，拓展潜力市场。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状况较上年同期有了明

显地提升，特别是公司主导产品泛酸钙的销售价格自2013年11月提价以来，在报告期内上升

幅度较大，对2014年上半年业绩的提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司其他产品市场也得以继续努

力拓展，PVB、PBS、EVA较上年同期销售均有所增长；三氯蔗糖一直处于技改、试车过程

中。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768.43万元，同比增长29.99%；实现利润总额10,144.03

万元，同比增长922.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12.98万元，同比增长

1,041.06%。 

（二）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围绕精细化工和节能环保新材料两方面产业发展，在持续加强生产、

质量、销售、安全、环保等管理的同时，通过继续深挖技术潜力、严控成本消耗、拓展潜力

市场，取得了一定成效，主导产品泛酸系列和PVB、PBS、EVA的销售均有所增长。 

（1）保持泛酸系列产品的龙头地位 

公司泛酸系列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依旧保持行业龙头地位，报告期内泛酸系

列产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7.73%，其中D－泛酸钙同比增长35.62%，泛醇同比增长4.17%，继

续保持稳定盈利能力。2013年11月公司宣布对D－泛酸钙提高报价，报告期内上升幅度较大，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泛酸钙市场价格仍处于相对高位。 

（2）积极培育PBS/PVB/EVA三个节能环保新材料产品和三氯蔗糖产品 

1）PBS产品：积极组织生产，强化管理，控制消耗，提高品质，持续开展技术研究，不

断探索工艺改进和优化，加大国内外的推广力度。由于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PBS产品的

市场开拓进展缓慢，目前市场有所回暖，报告期内PBS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8.66%。但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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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至今仍未能满负荷生产，相对于项目设计产能，目前的产销量还相对较小，实际生产时间

较短；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该产品的市场销售情况，合理安排生产，尽量减少开停车而产生

的损失。 

2）PVB产品：继续优化工艺，提高生产收率，生产线已处于较为稳定状态，报告期内，

公司正在实施新增宽幅生产线的建设。通过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不断开发重点客户和国外

客户，加快海外市场的建设与推进，使得销售额得以明显增加，报告期内PVB产品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31.90%。 

3）EVA产品：在太阳能行业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公司通过合理安排生产，进一步提高产

品质量，降低生产费用，严控成品库存量，加强应收账款回笼，积极有序地拓展大、中型客

户。但应收款数额大、回收进度慢仍是主要问题，导致财务费用高，严重影响公司的日常运

行和盈利能力，承建EVA胶片项目的节能材料公司依旧处于亏损状态。继续全力催收应收账款，

对部分逾期较难收回款项的公司已经启动诉讼程序，详见第九节中九、1、未决诉讼或仲裁形

成的或有负债及其财务影响。 

4）三氯蔗糖产品：2012年7月28日第四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定“安庆子公司恢复三氯蔗

糖项目”，报告期内该项目一直处于技改、试车过程中，公司针对目前的设备及工艺进行实

验论证，已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方案。随着新产能的不断加入，三氯蔗糖市场价格下跌幅度很

大，报告期内继续处于历史低位。 

（三）风险提示 

（1）报告期内公司泛酸钙产品价格已处于相对高位，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产品价格

继续波动的风险。 

（2）本公司起诉姜红海、马吉锋、山东新发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发药业”）等

侵犯本公司商业秘密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14年7月3日开庭审理，截止本报告披露

日，尚未做出判决。 

（3）2014年7月3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并购重组委2014年第32次并购重组委工作

会议审核，获得有条件审核通过。截止本报告签署日，公司尚未收到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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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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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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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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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