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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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药玻 60052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海宝 茹波 

电话 0533-3259028 0533-3259016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 

电子信箱 sdyb@pharmglass.com sdyb@pharmgl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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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8,412,668.12 5,170,275,537.49 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953,459,708.12 3,867,778,257.07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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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流量净额 

204,056,383.54 209,593,086.79 -2.64 

营业收入 1,535,855,361.27 1,435,270,609.30 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62,606,916.47 217,940,336.96 20.49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8,161,282.79 219,739,375.07 17.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61 5.99 增加0.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414 0.3663 2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414 0.3663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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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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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鲁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1.75 129,380,980   质押 41,478,502  

淄博鑫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81 16,716,326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未知 2.65 15,749,505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2.27 13,486,276  未知  

高华－汇丰－

GOLDMAN,SACHS&CO.LLC 

未知 2.23 13,293,535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1.90 11,329,007  未知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

证券红利价值一年持有混合

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49 8,873,967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未知 1.49 8,850,00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创新医药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48 8,809,744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24 7,348,829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淄博鑫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控

股的企业，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 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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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国际打压、国内新冠疫情等复杂环境和经济形势，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各项

任务目标，克服了阶段性的物流不畅、同行业竞争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人工成本上升

等不利因素,持续深挖内部潜力，以实现满负荷状态下的产销平衡为总目标，不断开拓市场，较好

的完成了年初制定的任务目标。   

2020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主要指标取得了较好的

业绩：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535,855,361.27 元，同比增长 7.01%；实现利润总额 313,281,923.57

元，同比增长 20.2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2,606,916.47 元，同比增长 20.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8,161,282.79 元，同比增长 17.4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4,056,383.54 元，同比微降 2.64%。  

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和保持了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全面推进 6S 精益生产管理和六西格玛工作 

1、精益生产管理 

推进精益生产管理（精益生产+6S），围绕打造精益生产现场、提升员工素养、营造自主改善氛围、

提升生产绩效的总体目标，以限产 6S 管理为主线，实现现场、质量、成本、设备、环境、员工士

气等全面改善，向精益化生产要效益；公司在 5 月 17 日成立精益生产办公室，设置了机构和专员，

全面启动精益生产管理工作，通过有序推进，目前完成了 1S+3S 的阶段性验收工作，公司厂区、

办公室面貌发生较大的变化，公司员工的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变化。 

2、六西格玛工作 

上半年形成了《六西格玛推进管理办法》，并下发执行；目前已经成立 12 个六西格玛课题组，课

题研究方向分别为产品质量缺陷改善、产品成品率提高、换产效率提升等方面等方面，按照培训



进度，各项目已经进入测量分析阶段，对影响因素进行查找和分析，最终确定改善方向。 

（二）自动化与专利工作 

1、胶塞自动化设备推进 

1）胶片自动称重分拣设备：上半年主要针对吸盘进行了相应的整改和完善，增加吸盘，完善拍打

支架的结构整改，实现了各种胶片都能够正常吸取。 

2）自动配料设备：粉料的自动配料基本调试正常，达到±2 克和±5 克的精度控制要求；油料的

自动配料控制精度在±13-15 克，达不到目标控制精度，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 

3）自动硫化设备：目前设备已经安装完成，正在开展单点调试。 

2、专利方面：上半年完成了 22 项专利日常维护工作，完成了 3 项发明专利实质审查意见答复工

作，获得新授权专利 1 项。 

（三）产品质量管理 

产品质量的稳定与提高，是药品安全性的基石，是市场开拓的保障。上半年，公司药包材研究所

就产品质量方面开展了产品提取物检测研究，共 112 种产品；包装系统完整性研究，共 12 项；对

产品质量缺陷问题开展检测研究共 50 项，如玻璃瓶的黑点、结石、破口等等，通过对质量缺陷的

成分、元素变化，分析造成质量缺陷的原因，有利于找到质量问题的根源，进而采取针对性的措

施进行解决和改善。 

（四）新产品研发工作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竞争力，降低中硼硅管制瓶的生产成本，公司在上半年进行了中硼硅

玻璃管的自主研发。在研发过程中，外观方面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气泡线、结瘤，尺寸方面主要是

外径稳定性差。通过不断调整，各种缺陷有所减少，但不稳定，距离批量、稳定生产还需要一段

时间。公司会不断总结经验，稳定生产过程，争取取得突破。 

（五）项目建设工作 

1、药用包装材料产业园一期工程建设项目 

上半年已完成项目车间主体建设，成品 1 库正负零以下基础及钢结构框架全部完成；办公楼、地

下车库及倒班宿舍完成桩基施工。预计该项目在 11 月份完工并投入运行。 

2、清洁能源项目 

经过上半年的紧张施工，目前已完成集中煤制气的热试车，开始与生产车间对接，集中煤制气的

投产运行，可以降低公司燃料成本，有效缓解公司环保压力，从源头上节能、降耗、减排，实现

环保效益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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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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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20年 8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