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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明生物 赋能生态 再创佳绩     

收益同比增长 52.4%至人民币 16.071 亿元 

纯利同比增长 80.1%至人民币 4.495 亿元 

毛利率、纯利率及经调整纯利率均创历史新高 

未完成订单总额跃增到 46 亿美元 

* * * 

新增综合项目 32 个，包括临床后期项目 1 个 

综合项目数总计 224 个，临床后期项目 15 个 

WuXi Vaccines 与全球疫苗巨头成功签订疫苗长期生产 LOI  

WuXiBodyTM 双抗平台获得客户广泛采用 

产能扩张稳步推进，“药明生物速度”惊艳业界 

充足产能有力支持 4 周内启动任何项目 

 

(2019年8月19日，香港讯) —为客户提供发现、开发及生产生物制剂端到端解决方案的全球领

先开放式的生物制剂技术平台公司—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药明生物”或“集团”股票代

码：2269.HK），今日欣然宣布其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个月之未经审核中期业绩。 

 

2019年上半年财务亮点 

 

 收益持续保持快速上涨，同比增加52.4%，至人民币16.071亿元。 

 毛利同比增长61.8%，至人民币6.710亿元，毛利率增长250个基点达到41.8%，主要得

益于 (i) 综合项目数快速增长，业务发展强劲；(ii) 本集团运营效率逐步提高，特别是

MFG3产能使用率显著提升；(iii) 于报告期内收到更多里程碑付款。  

 纯利攀升80.1%，经调整纯利激增75.8%，分别达到人民币4.495亿元和5.215亿元。 

 纯利率和经调整纯利率分别为28.0%和32.4%，均同比增长430个基点，主要得益于收益

增长强劲、成本控制较好、运营效率改善及里程碑收入增加。 

 每股摊薄盈利从0.19元增至0.34元，增幅78.9%。   

 经调整每股摊薄盈利从0.23元增至0.39元，增幅69.6%。 

 

2019年上半年业务亮点 

 

 综合项目数保持快速增长，从2018年6月30日的187个增加到2019年6月30日的224个，

临床后期（III期）项目从10个增加到15个。 

 未完成订单总额从2018年12月31日的36.39亿美元大幅增至2019年6月30日的46.30亿

美元。由于签订更多WuXiBodyTM项目，未完成潜在里程碑订单从2018年12月31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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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6月30日的28.94亿美元。 

 药明海德（WuXi Vaccines）与全球疫苗巨头签订长达20年金额预计超过30亿美元的疫

苗生产合同意向书（LOI），彰显我们领先的技术优势、全球高标准的质量体系以及从生

物药到疫苗的技术可转换能力。  

 WuXiBodyTM抢夺先机、持续发力，获得全球及国内客户广泛认可，2019年上半年与5家

合作伙伴达成8项战略合作协议，为公司带来更多里程碑和潜在销售分成收入。  

 顺利完成美国FDA首次GMP例行检查，本集团强大的专业实力可满足国际高标准的质量

法规要求。  

 产能扩张如期推进。国内首个4,000升一次性生物反应器生产线--MFG4，和国内首条机

器人无菌生物制剂GMP灌装线--DP4，已于2019年7月完成GMP放行。 

 本集团采取积极的人事策略以吸引并留住人才，打造全球最大生物制药开发团队，人才

保留率超过95%，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药明生物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综合项目数和未完成订单持续扩容，同时疫苗业务在推出仅

一年的时间就获得重大突破。全球产能扩张已经步入正轨，为满足未来的增长需求夯实基础。

员工总数计划于年底达到约 5,600 人。本集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平台引领行业创新潮流，

更好地赋能我们的合作伙伴，践行本集团使命---“加快和变革生物药发现、开发和生产进程”。 

 

收益节节攀升，毛利率及纯利率持续改善 

 

2019 年上半年本集团继续运用“跟随药物分子发展阶段扩大业务”战略，收益同比增长 52.4%，

达到人民币 16.071 亿元。公司纯利和经调整纯利分别同比增加 80.1%和 75.8%，达到 4.495 亿

元和 5.215 亿元。毛利率、纯利率和经调整纯利率均显著改善，创历史新高。本集团创新技术

平台获得业界认可，贡献更多里程碑收入，于报告期内改善了利润水平和盈利能力。 

 

药明生物不断扩大市场份额，赢得客户信任。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综合项目数增加到 224

个，临床后期（III 期）项目扩容至 15 个；未完成订单总额激增至 46.3 亿美元，未完成潜在里

程碑订单扩增至 28.94 亿美元。本集团领先的技术平台正被更多客户采用，未来将创造更高收

入。 

 

强化技术创新，WuXiBodyTM 风劲潮涌 

 

随着本集团在技术创新方面加大投入，2019 年上半年研发费用占比达到 6.8%。药明生物聚焦

技术创新，优化研发能力，致力于向全球生物制药行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为客户创造更高价值。

随着国际生物制药研发支出不断上升，技术创新需求涌现，本集团先进的技术平台将凝聚创新

力量，扩大客户基础，提高项目收入，并带来可观的里程碑收入和销售分成。 

 

自 WuXiBodyTM上市以来，该技术平台已被全球及国内客户迅速采用。今年上半年已与 5 家合

作伙伴签订了 8 个战略合作协议，显示本集团双特异抗体技术平台在加快研发进程、降低研发

成本方面具备强大实力。WuXiBodyTM 技术平台将作为未来业务可持续增长的加速器，贡献更

多里程碑收入和销售分成，并通过“跟随药物分子发展阶段扩大业务”战略，引进更多综合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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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明海德首战告捷，新业务、新增长、新动力 

 

药明海德 (WuXi Vaccines) 是药明生物与海利生物的合资企业。药明海德现与全球疫苗巨头成

功签订长期生产合作意向书，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项长达 20 年的生产合同金额预计超过

30 亿美元。合同预计将于年内达成并在 2022 年贡献可观收入。 

 

对刚刚设立不足一年的疫苗业务来说，药明海德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意义重大。与全球疫苗巨

头达成行业首个疫苗 CDMO 合作协议，彰显了药明生物领先的技术优势和全球高标准的质量

体系。随着近年来公众健康意识增强，中国监管政策收紧，全球及中国疫苗 CDMO 市场面临重

大发展机遇，预计该市场将成为本集团未来业务新增长引擎。 

 

产能扩建如期进行，“药明生物速度”惊艳业界 

 

全球生物制药市场生机勃勃、方兴未艾，为抓住机遇，本集团自去年起宣布全球化战略布局。

预计在 2022 年后，总设计产能超过 28 万升。本集团将打造强大优质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以满足

行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为把握生物药创新趋势，我们还计划扩建生物偶联药物一体化研发生产

技术中心，这将极大地提升本集团在快速发展的生物偶联药物领域的技术实力与产能规模。 

 

本集团所有建设项目均步入正轨，充分体现了“药明生物速度”。 2021 年即将投产的爱尔兰

工厂建成后将满足欧洲及美国市场的需求。与此同时，MFG4 和 DP4 生产线均已于 2019 年 7

月完成 GMP 放行。MFG4 和 DP4 分别只用了 13 和 12 个月就完成了从设计到 GMP 放行的全

过程，“药明生物速度”惊艳业界。  

 

顺利完成 FDA 首次 GMP 例行检查，“药明生物质量”享誉国际 

 

今年上半年，本集团顺利完成美国 FDA 针对 Trogarzo™为期 7 天的现场检查，这是该产品获

批上市后的首次 GMP 例行检查。此次检查的顺利通过，有力地证明药明生物坚守国际最高质

量标准的承诺，为本集团遍布全球的生物制药生产基地奠定坚实基础，表明“药明生物质量”

已达到最高国际质量标准，享誉国际。 

 

药明生物首席执行官陈智胜博士表示：“我们对 2019 年上半年取得的非凡业绩倍感骄傲。药

明生物凭借领先的技术平台、卓越的全球质量体系和优秀的过往记录，在快速发展的生物制药

服务外包市场中不断赢得更多市场份额，中流击水、聚力前行。本集团的综合项目数和未完成

订单总额大幅增加，“跟随药物分子发展阶段扩大业务”战略取得累累硕果，各项业务全线爆

发，并为未来可持续发展谱写了清晰的蓝图。我们积极开拓新业务，今年上半年疫苗 CDMO 业

务取得突破，WuXiBodyTM技术平台在业内广泛应用。通过这些新增长点，本集团将投身全球生

物药行业创新浪潮中，创领未来、向阳奔跑，赋能更多战略合作伙伴。”  

 

陈智胜博士进一步表示：“作为一个全球领先的赋能平台，药明生物将继续缩短从 DNA 到 IND

周期，加快研发进度，打破行业纪录，充足的产能可支持我们于 4 周内启动任何项目。目前，

我们的全球业务版图还在扩大，“提供全球双厂供应”策略将确保我们为合作伙伴提供稳定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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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并将促成更多商业化生产合作。本集团共有 58 个“First-in-Class”在研项目，药明生物强

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可更好地赋能客户，引领技术前沿。凭借领先的一体化平台，本集团深耕市

场，赋能全球合作伙伴，三大主要市场捷报频传。美国仍是我们最大单一市场，尽管存在地缘

政治的不确定性，但依然保持高速增长。欧洲市场厚积薄发，是增长最快的区域，过去五年的

复合增长率超过 185%。2019 年上半年，我们成绩斐然，展望未来，我们一直坚信，通过精细

管理、高效合作，本集团将保持业务持续高速增长态势，不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创新守正、

奋斗致成。”  

 

药明生物董事长李革博士总结：“生物制药行业蓬勃发展，创新加速。风正时济，自当破浪前

行。我们将不忘初心，以终为始，通过药明生物强大优质的全球供应体系，构建生物制药行业

健康生态圈，实现创新梦想，赋能合作伙伴，加快和变革生物药的发现、开发和生产进程，造

福全球患者。” 

 

2019 年中期业绩 

 

2019年上半年，集团收益同比增长52.4%，至16.071亿元人民币。收益增长的主要动力是：(i) 

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扩大市场份额，综合项目数量稳步增长；(ii) 业界已采用本集团创新的专

有技术平台；及 (iii) 集团“跟随药物分子发展阶段扩大业务”战略的成功。 

 

毛利6.71亿元，增长61.8%。集团毛利率从2018年上半年的39.3%增长到今年的41.8%。业绩提

升的主要因素如下：(i) 集团业务增长强劲，综合项目数量迅速增加；(ii) 集团营运效率的改善，

特别是MFG3的使用效率迅速增加；(iii) 于报告期内收到更多里程碑付款。 

 

报告期间，纯利同比增长 80.1%，至 4.495 亿元人民币，高于盈喜公告的 78%，纯利同比增长

430 个基点，至 28.0%。纯利率的显著增长主要是由于 (i) 集团的综合项目数目不断增加，因

而收益大幅增长；(ii) 稳固的成本控制和业务运作效率的提高 

 

经调整纯利，剔除了以下因素的影响：(i) 汇兑损益；(ii) 股权激励计划开支；2019 年上半年，

公司经调整纯利 5.215 亿元，同比增长 75.8%;经调整纯利率由 2018 年上半年的 28.1%提高到

今年同期的 32.4%，增长 430 个基点。 

 

每股基本和摊薄盈利分别为人民币 0.37 元和 0.34 元。每股摊薄盈利同比增长 78.9% 

 

经调整每股摊薄盈利同比增长 69.6%至人民币 0.3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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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比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的六个月) 

关键财务比率 1 H 2019 1 H 2018 变化 

收益(人民币百万元) 1,607.1   1,054.4  52.4% 

毛利(人民币百万元) 671.0 414.7 61.8% 

毛利率(%) 41.8% 39.3%  

纯利(人民币百万元) 449.5 249.6 80.1% 

纯利率(%) 28.0% 23.7%  

经调整纯利(人民币百万元) 521.5 296.7 75.8% 

经调整纯利率(%) 32.4% 28.1%  

经调整 EBITDA(人民币百万元) 747.4 428.3 74.5% 

经调整的 EBITDA 利率(%) 46.5% 40.6%  

经调整摊薄每股盈利(人民币) 
0.39 0.23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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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损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的六个月) 

(人民币百万元) 1 H 2019 1 H 2018 

收益 1,607.1 1,054.4 

 服务成本 (936.1) (639.7) 

毛利 671.0 414.7 

 其他收入 110.0 40.8 

 其他收益及亏损 30.1 12.3 

减值损失（已扣除拨回） (9.6) (19.6) 

 销售及营销开支 (26.3) (19.9) 

 行政开支 (149.7) (87.1) 

研发开支 (109.1) (56.2) 

应占联营公司溢利 0.3 - 

财务成本 (4.6) - 

除税前溢利 512.0 285.1 

所得税开支 (62.6) (35.5) 

期内溢利 449.5 249.6 

归属于本公司所有人的期内溢利 450.0 249.6 

归属于非控股权益的期内溢利 (0.5) - 

 每股盈利-基本(人民币) 0.37 0.21 

 每股盈利-摊薄(人民币) 0.34 0.19 

注：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导致上述结果加总并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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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财务状况表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存货  318.9  227.2 

合同成本  380.7  294.6 

贸易及其他应收款项  1,237.1  1,067.2 

合约资产  13.2  36.0 

预付租赁款项  -  2.9 

可收回税项  0.1  0.8 

已抵押银行存款  9.2  25.2 

定期存款  165.0  - 

银行结余及现金  2,864.5  4,084.4 

衍生金融资产  15.9  6.9 

  5,004.7  5,745.2 

非流动资产     

厂房和设备  3,615.8  2,903.9 

使用权资产  420.0  -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3  22.5 

无形资产  322.0  331.8 

对联营公司的投资  34.1  - 

预付租赁款项  -  168.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股权工具 

  

136.8 

 

136.6 

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
的金融资产 

  

185.6 

  

55.7 

其他长期按金  24.3  19.0 

已抵押银行存款  431.6  - 

衍生金融资产  1.0  9.8 

   5,203.4  3,648.0 

总资产  10,208.2  9,393.2 

     

流动负债     

贸易及其他应付款项  792.6  711.8 

合约负债  416.2  499.7 

应付所得税  101.1  88.2 

衍生金融负债  7.1  19.0 

租赁负债  31.5  - 

   1,348.6  1,318.8  

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102.5  77.4 

衍生金融负债  -  - 

租赁负债  216.6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2.7 

   319.1  80.2 

总负债  1,667.7  1,398.9 

     

资本和储备     

股本  0.2  0.2 

储备  8,540.4  7,993.6 

归属于本公司所有人的权益  8,540.6  7,993.8 

非控制权益  -  0.5 

权益总额  8,540.5  7,994.2 

注：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导致上述结果加总并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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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整 EBITDA 与经调整纯利的对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  

 

人民币百万元   

经调整 EBITDA利润调节表 1 H 2019 1 H 2018 

EBITDA 675.4 381.1 

股份补偿 81.3 52.1 

外汇收益 (9.3) (5.0) 

经调整 EBITDA 利润 747.4 428.3 

 

人民币百万元   

经调整纯利调节表 1 H 2019 1 H 2018 

纯利  449.5 249.6 

股份补偿 81.3 52.1 

外汇收益 (9.3) (5.0) 

经调整纯利 521.5 296.7 

注：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导致上述结果加总并不完全一致。 

 

~结束~ 

 

关于药明生物 

 

药明生物（股票代码：2269.HK）作为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开放式、一体化生物制

药能力和技术赋能平台。公司为全球生物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提供全方位的端到端研发服

务，帮助任何人、任何公司发现、开发及生产生物药，实现从概念到商业化生产的全过程，加

速全球生物药研发进程，降低研发成本，造福病患。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在药明生物平台

上研发的综合项目达 224 个，包括 106 个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102 个在临床早期（I 期，II

期）阶段，15 个在后期临床（III 期）以及 1 个在商业化生产阶段。预计到 2022 年之后，公司

在中国、爱尔兰、新加坡、美国规划的生物制药生产基地合计产能约 28 万升，这将有力确保公

司通过健全强大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为客户提供符合全球质量标准的生物药。如需更多信息，请

访问：www.wuxibiologic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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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陈述 

本新闻稿载有若干前瞻性陈述，该等前瞻性陈述并非历史事实，乃基于本集团的信念、管理层

所作出的假设及现时所掌握的资料而对未来事件作出的预测。尽管本集团相信所作的预测合

理，但基于未来事件固有的不确定性，前瞻性陈述最终或会变得不正确。前瞻性陈述受以下相

关风险影响，其中包括本集团所提供的服务的有效竞争能力、能够符合扩展服务的时间表、保

障客户知识产权的能力。本新闻稿所载的前瞻性陈述中仅以截至有关陈述作出当日为准，除法

律有所规定外，本集团概不承担义务对该等前瞻性陈述更新。因此，阁下应注意，依赖任何前

瞻性陈述涉及已知及未知的风险。本新闻稿载有的所有前瞻性陈述需参照本部分所列的提示声

明。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  

为补充本集团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呈列的综合财务报表，本集团提供经调整纯利、经调整纯

利率、经调整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经调整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率及经调整每股基本及摊

薄盈利（不包括股权激励计划开支、上市相关费用及外汇收益或亏损）作为额外的财务指标，

这些指标并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所规定或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本公司认为经调整之财

务指标有助了解及评估业务表现及经营趋势，并有利于管理层及投资者透过参考此等经调整之

财务指标评估本集团的财务表现，消除本集团并不认为对本集团业务表现具指示性的若干不寻

常或非经常性项目。惟该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财务指标并不意味着可以仅考虑非公认准则

的财务指标，或认为其可替代遵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及表达的财务信息。阁下不应独立看

待以上经调整的财务指标，或将其视为替代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所准备的业绩结果，或将其

视为可与其他公司报告或预测的业绩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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