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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2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2017-046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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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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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事堂 股票代码 00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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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侠 王文鼎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11 号 1 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11 号 1 号楼 

电话 010-88433464 010-88433464 

电子信箱 wangxinxia@cachet.cn wangwending@cachet.cn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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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35,826,695.39 5,112,522,454.76 2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2,814,863.40 115,989,366.18 2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7,622,306.87 114,729,406.03 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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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8,300,760.35 -66,554,831.46 333.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46 23.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46 23.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6% 6.39%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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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9,772,577.35 7,379,553,031.06 1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86,380,532.11 1,981,144,615.97 5.3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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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青年实业

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16.72% 41,876,431    

北京海淀置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9% 12,760,800    

中协宾馆 国有法人 4.86% 12,169,368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有法人 2.81% 7,043,022    

天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保赢 1 号 

其他 2.76% 6,914,776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2.10% 5,250,192    

上海张江高科

技园区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5% 5,125,138    

北京市盛丰顺

业投资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0% 5,014,826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78% 4,454,900    

国泰君安－建

行－香港上海

汇丰银行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23% 3,07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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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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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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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3,582.67万元，同比增长27.8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扣非后的主营业务

净利润14，762.23万元，同比增长28.67%。 

 

1、医院纯销稳中有升 

适应北京地区二三级医院医疗市场“阳光采购”的变化，销售继续保持稳步增长，与采购部门配合全力迎

接北京地区医改政策带来的机遇，拓展重点合作医疗机构，积极争取重点机构配送品种目录,继续深入挖

潜多种药事服务合作项目。 

 

2、社区销售快速增长 

细化管理，销售保持增长。把握北京“阳光采购”给社区医疗终端带来的机遇，积极准备，加强上下游业

务互动，探讨并实现社区药品供应链服务延伸合作。 

 

3、高值耗材持续增长 

凭借嘉事堂品牌优势，配合和支持各地器械公司平台招标工作，顺应二票制和地方医疗政策的变化，器械

公司积极开展医院医疗器械配送业务、平台业务、器械物流三方服务业务，确保公司高值耗材板块业务持

续稳定增长。 

 

4、采购中心保证供应，产品品规极大丰富 

得益于北京地区阳光采购招标工作顺利，公司配送品规已超过30000个，是北京地区配送品种最多的企业

之一，为公司全国集采奠定基础。 

 

5、提高规范经营意识，加强风险控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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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公司规模的扩大，公司在拓展业务同时，加强经营风险的控制成为重中之重。落实

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程序，重要事项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履行完备的审批程序；公司对外收

购，严格按照内控制度和流程并委托第三方评估、审计机构出具相关专业报告作为收购价格参考依据；由

公司审计机构作为牵头内调部门，提高内部管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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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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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7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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