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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7-068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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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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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关村 股票代码 00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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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宇 田玥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1 号神舟大厦 8 层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1号神舟大厦 8层 

电话 010-57768018 010-57768018 

电子信箱 investor@centek.com.cn investor@centek.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35,577,240.60 668,767,330.52 668,767,330.52 -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026,075.09 -13,907,218.19 -13,491,752.51 -36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71,027,454.59 -32,337,505.85 -31,922,040.17 -1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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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475,854.53 -111,980,863.11 -111,980,863.11 139.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71 -0.0206 -0.0200 -335.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71 -0.0206 -0.0200 -335.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2% -1.69% -1.66% -3.7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412,074,899.08 3,147,001,084.28 3,147,001,084.28 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6,457,957.42 881,674,290.64 881,674,290.64 72.0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出售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导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为了保持一致性，对未抵消的未分配利润

1,514.67 万元继续做保留，对 2015 年原关联交易中已销售的部分实现利润，在合并利润表中作转回处理。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15 年年度报告、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2016 年半年度报告中相关财务数据做出会计差

错更正，该事项已经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 2016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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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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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78% 209,213,228 44,101,433 质押 202,216,327 

江信基金－光大银行－中航信托－

中航信托·天顺【2016】350 号方正

东亚江信基金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69% 27,783,902 27,783,90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2% 22,008,400 0   

北京赛德特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赛德特汉江定增投资私募基金 
其他 0.85% 6,394,707 6,394,707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

信托·聚金 1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82% 6,180,000 0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

信托·聚金 2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76% 5,759,580 0   

中关村高科技产业促进中心 国有法人 0.66% 5,000,000 5,000,000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

信托·聚金 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65% 4,889,766 0   

齐干平 境内自然人 0.44% 3,308,000 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

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39% 2,953,4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五、六、八名普通股股东同属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未知公司

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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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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2017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延续了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良好态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GDP

同比增长6.9%，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8个季度保持在6.7%至6.9%之间，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稳定性。 

医药行业，报告期内，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医保目录调整，有力的促进了医药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给优质企业带来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 

口腔护理品行业，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健康日益关注，对功能性牙膏的认可度提高，市场增长迅速。

众多药企依托其优势纷纷加入牙膏市场，虽然竞争激烈，但在细分领域仍存在较大的市场机会。 

养老行业，政策持续利好，“全面开放养老服务市场”、“长期照护险试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十三五养老规

划”等政策的推出，使养老宏观政策“由虚转实”，吸引了更多的市场主体开始关注养老市场。 

房地产行业，报告期内，宏观政策坚持住房居住属性，继续因城施策。控房价与“去库存”并行推进。热点城市政策频

频加码，逐步收紧供需两端信贷资金，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三四线城市仍持续“去库存”，部分库存压力下降明显的城市也及

时出台稳市场措施。 

在此形势下，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以下主要工作： 

完善管理制度、授权及工作流程，进一步提高业务把控能力及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针对管理要求和实际情况，公司修订完善了相关制度和管理及业务授权，使公司管理流程更加科学、清晰，

进一步符合内控管理要求和业务需要。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公司发展得到了的资金保障。 

2017年1月24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7.1亿元全部到位。非公开发行的顺利实施，为公司经营提供了有力的资金

保障，为公司做大做强战略产业树立了坚定的信心。目前此项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募集资金的置换。 

报告期末，各类融资情况：（截止2017年6月30日） 

 截至2017年6月30日融资余额 融资成本区（利率） 融资期限架构 

银行贷款 59,283.63万元 5.225%至8% 1年至3年 

向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16,600万元 5.0025% 1年 

信托融资 16,000万元 7% 2年 

医药及健康品业务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整体工作的方针和思路，继续围绕核心业务-医药及健康品开展工作。多多药业有限公司经营工作

有序进行，报告期内，在营业收入增长26%的情况下，净利润同比增长41.27%，为完成2017年度业绩承诺打下坚实基础。 

华素制药处方药业务所属公司-海南南方君合药业有限公司完成整合工作，报告期内更名为“中关村医药（海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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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下一步处方药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平台支持。 

公司健康品业务所属公司-北京华素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顺利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山东华素健康护理品有限公司和

江苏华素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也取得了工商营业执照，为下一步做大做强健康品业务搭建了完整的业务架构。 

截止报告期末，医药及健康品业务收入已占上市公司总收入的58%以上，主要业务营业收入占比进一步提升。 

围绕战略方向继续推进养老业务。 

在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养老业务工作力度，在持续推进“左家庄日间照料中心”项目的同时，经过持续调研，初

步形成业务推进方案，并启动了相关业务前期准备工作。 

政策新风激发公司医药业务潜力。 

报告期内，国家新出台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以下简称：《医保目录》)。

下属公司新入选医保目录的产品1个、调整医保分类的产品3个（均从乙类变为甲类）、取消限制或调整适应症限定范围的产

品3个，原进入2009版国家医保目录的产品均继续纳入2017年版国家医保目录。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有26个产品进入2017

版国家医保目录，其中：核心产品富马酸比索洛尔（商品名：“博苏”）的医保分类由乙类调为甲类，使其打开了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 

全力推动以一致性评价为代表的公司医药研发工作，确保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针对国家化学药品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公司在控股范围内统一部署工作计划并重点推进，目前进展顺

利。 

报告期内，公司之孙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素制药）取得了涉及知母皂苷系列26项专利独占

许可以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氨酚羟考酮片”《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持续的研发投入和丰硕的研发成果，使华素制药再次通过了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

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联合组织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二）上半年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6.36亿元，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合并营业成本3.4亿元，较去年同期降低12.86%，

合并期间费用合计3.3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2.14%；合并净利润-5,818.11万元，其中，合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502.61万元。 

1、医药及健康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有限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3.7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64%；合并净利润-2,202.85万元，其中：合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26.12万元。 

报告期内，四环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华素制药积极应对政策变化，完善自身的销售政策和模式，坚持渠道下沉、医

院开发和学术推广等工作，全力跟进各地区地方医院和军队医院的招标工作，最大限度地开发市场，其中：主力产品富马酸

比索洛尔（商品名：“博苏”）销售收入近亿元，同比增长3.5%。 

报告期内，四环有限公司继续加强大健康产品—“华素愈创”系列牙膏及漱口水的销售工作，对“华素愈创”系列牙膏及

漱口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梳理，细分OTC渠道、商超渠道、口腔专业渠道以及电商渠道，各渠道制定不同市场和产品投放策

略，奠定了“华素愈创”系列牙膏及漱口水产品线上线下相呼应，专业治疗渠道与日常护理渠道相补充的渠道格局。其中：电

商渠道团队独立组建3个月后月度销售及运营形式良好；商超渠道，集中优势资源在北京、河北、东北、山东等地区打造重

点样板市场，以直营渠道市场效应带动招商渠道开发，提高客户质量，平衡市场推广费效比，为“华素愈创”系列牙膏及漱口

水产品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报告期内，“华素愈创”系列牙膏及漱口水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0.32%，但是由于新业

务前期推广投入较大的原因，报告期内，影响了四环有限公司盈利水平。 

研发方面，针对国家化学药品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在全公司范围内统一部署，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目前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华素制药还取得了涉及知母皂苷系列26项专利独占许可以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氨酚羟考

酮片”《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报告期内，华素制药之控股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素）质量控制工作成果显著，取得了山

东威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风险等级管理评级AA级企业的荣誉；同时，该公司按计划全力推进“山东中关村医药科技产业

园”项目一期药厂GMP认证的准备工作。 

2、房地产及建筑业务 

报告期内，哈尔滨中关村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中关村）基本完成销售目标，实现房屋销售合同

额5,007万元，合同现金回款4,809万元。 

山东中关村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关村）按计划启动山东威海健康护理品厂建设相关工作，目前

进展顺利。 

混凝土业务，报告期内，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实混凝土）及其子公司，完成混凝土产销量近

50万立方米，实现合并营业收入1.74亿元，其中中实混凝土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上庄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实上庄公司）完成1.62亿元，较上年同比增加34.83%，较好的弥补了四季青站停产的影响。 

（1）房地产储备情况 

报告期内，新增待开发土地： 

区域 无 

新增土地面积（㎡） 无 

新增土地计容建筑面积（㎡） 无 

报告期内，累计持有的待开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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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山东省威海市 

区域 山东省威海市羊亭镇 

累计持有的待开发土地面积（㎡） 29,131.39 

累计持有的待开发土地计容建筑面积（㎡） ≥29,131.39 

b、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区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 

累计持有的待开发土地面积（㎡） 35,551.18 

累计持有的待开发土地计容建筑面积（㎡） 68,645.69 

（2）房地产开发情况 

报告期内，在建项目：山东省威海市“山东中关村医药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 

占地面积（㎡） 35,017.50 

计容建筑面积（㎡） 33,237.35 

已完工建筑面积（㎡） 20,999.46 

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万元） 27,375.00 

实际投资金额（万元） 20,119.16 

权益比例 100% 

报告期内，新开工在建项目： 

a、山东省威海市“山东中关村医药科技产业园”二期研发车间： 

占地面积（㎡） 43,643.00 

计容建筑面积（㎡） 5,118.56 

已完工建筑面积（㎡） 0 

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万元） 7,200 

实际投资金额（万元） 1,288.42 

权益比例 100% 

    b、山东省威海市“山东中关村医药科技产业园”二期项目“山东华素健康护理品厂” 

占地面积（㎡） 24,441.11 

计容建筑面积（㎡） 23,940.67 

已完工建筑面积（㎡） 0 

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万元） 16,600 

实际投资金额（万元） 1,938.86 

权益比例 100% 

（3）房地产销售情况 

公司在售房产均为存量房、抵账房。 

a、北京房产，权益比例100%，截止2017年6月30日可供出售面积见下表，报告期无预售面积、结算面积。 

业态 可供出售面积（㎡） 

商业 14,409.04 

车库 43,860.03 

合计 58,269.07 

注：公司在京可供出售房产中有6,035.52平米处于抵押状态；其他房产基本是车位、库房及少量商业。 

b、上海房产，权益比例68.18%，截止2017年6月30日出租面积、出租率见下表： 

业态 可供出租面积（㎡） 出租率（%） 

会所 2,773.27 100 

车位 2,620.80 100 

合计 5,394.07  

c、哈尔滨房产，权益比例100%，截止2017年6月30日可供出售面积见下表，报告期无预售面积、结算面积。 

业态 可供出售面积（㎡） 

住宅 3,136.04 

商服 6,456.09 

车位 19,895.88 

合计 29,488.01 

（4）房地产出租情况 

公司出租房产均为存量房、抵账房。 

a、北京房产，权益比例100%，截止2017年6月30日出租面积、出租率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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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 可供出租面积（㎡） 出租率（%） 

商业 14,409.04 100 

车库 57,993.15 100 

合计 72,402.19  

b、上海房产，权益比例68.18%，截止2017年6月30日出租面积、出租率见下表： 

业态 可供出租面积（㎡） 出租率（%） 

会所 2,773.27 100 

车位 2,620.80 100 

合计 5,394.07  

（5）房地产财务情况 

2017年上半年报告期销售资产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见下表： 

a、北京房产： 

业态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成本（万元） 毛利率（%） 

商业 0 0  0 

b、上海房产： 

业态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成本（万元） 毛利率（%） 

车位 48.57 34.01 29.98 

c、哈尔滨房产： 

业态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成本（万元） 毛利率（%） 

住宅  4,901.09   4,179.14  14.73% 

车位  959.23   852.99  11.07% 

合计  5,860.32   5,032.14   

3、其他业务 

报告期内，北京中关村科贸电子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贸电子城）在“中关村电子大卖场”业态调整持续升温的

背景下，按政策要求开展大厦业态升级工作，积极推进人员疏解，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获得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关村

街道办事处给予的中关村街道调整疏解财政补助奖励480.17万元。 

报告期内，北京中科泰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泰和公司）继续执行“严控成本费用和挖掘收入”的工作

方针，在稳定经营的同时，利用自身优势继续配合养老业务的推进。 

重庆海德实业有限公司在市场竞争激烈，设备设施老化，竞争无优势等不利因素下，精简人员，调整业务结构，但报

告期内经营依旧困难，公司已启动业务转型工作。 

（三）经营计划--2017年下半年经营计划 

2017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推进发展战略落地工作，加快相关产业布局与实施。医药业务，将着眼未来，加强投入，

苦练内功，继续强化核心地位，全力推进公司主要产品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健康品业务，在上半年业绩持续提升的基础上，

将继续完善模式，打造重点市场，合理搭建渠道，提高费用效率比，挑战更高目标；养老业务，在既定养老规划指导下，将

进一步创新思路，组建团队，快速搭建业务，力争实现突破。同时，公司将着力推进公司低效能资产盘活工作，优化资产结

构。 

1、医药及健康品业务 

充分利用已有平台，继续深入推进内部结算制度，制定合理的销售政策，明确责权利，激发团队积极性，做大做强医

药业务。统筹安排，全力推进公司重点化学药品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下半年适时启动第二批产品一致性评价相关工作。

同时，按计划完成山东威海新建药厂技术转移和GMP认证以及山东护理品厂生产许可申请材料的提报工作。 

生产研发工作，各生产部门要制定科学有效的工作计划，提高生产效率，以保障销售及原料药的需求；产品研发部门

要严格按照计划，按在研项目的时间节点完成工作任务，以期尽快完成生产力的转化。同时，公司将积极寻找符合公司要求

的在售、在研产品，补充公司产品链条。 

健康品业务，下半年将继续优化渠道和布局，集中优势资源拓展重点地区，加强对新型渠道的培育和分销客户的开发

工作。同时，加大工作力度，提高费用效率。 

多多药业：围绕上市公司的整体部署，全力推进关键产品的一致性评价工作，继续完善现有产品结构，增强核心竞争

力。同时，着力推进完成部分车间GMP认证工作。销售方面，完成销售渠道下沉，加大空白市场招商工作力度，增加产品

销量，从而保证年度业绩指标的圆满达成。 

2、养老业务 

下半年，在推进“左家庄日间照料中心”项目正式运营的同时，将工作重点集中于养老规划方案的落地实施，启动团队

组建和业务模型搭建工作，力争早日实现突破。 

3、房地产及建筑业务 

哈尔滨中关村将继续坚持以“品质+服务为核心”的工作方针，提升业主满意度，提高小区的入住率，努力实现库存车位

去化的目标。 

山东中关村按照计划推进“山东中关村医药科技产业园”的建设工作，确保山东华素健康护理品厂年内如期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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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业务，下半年要继续保持目前的良好态势，利用品牌优势进一步拓展市场。要加快四季青站应收帐款的确认和

回收速度，按计划完成任务。中实混凝土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上庄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做为主站点，在扩展市场的

同时，要进一步提升内部管理水平，科学施策，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单方利润率，以支持混凝土业务的稳定发展；中实混凝

土之控股子公司-葫芦岛中实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葫芦岛中实）在上半年业务恢复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未来市场环

境，采取措施，提升利润贡献。 

（4）其他业务 

科贸电子城与中科泰和公司，在保持现有业务稳定的前提下，努力拓展服务的面积和领域，严控成本费用支出，最大

限度的增加收入和利润。同时，继续配合养老业务的推进，加速布局社区及居家养老服务市场。 

重庆海德，继续坚持“减员增效”的原则，努力实现现有业务“减亏”的目标。同时，按上市公司既定的工作思路，继续

配合推进业务转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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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成立北京华素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对其持股90%采用成本法核算，2017

年成为控股子公司。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侯占军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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