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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2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2017-037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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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森制药 股票代码 00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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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厚尧 杨湘 

办公地址 益阳市银城南路 益阳市银城南路 

电话 0737-6351486 0737-6351486 

电子信箱 office@hansenzy.com yxrye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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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055,854.51 361,754,780.25 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291,227.56 50,624,810.61 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8,404,976.48 45,914,180.56 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293,084.64 81,159,545.72 -28.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00 0.1710 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00 0.1710 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5% 4.07% 0.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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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1,668,737,304.37 1,674,388,729.53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63,715,788.81 1,258,424,561.25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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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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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汉森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13% 124,709,523 0 质押 108,954,500 

上海复星医药

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32% 15,752,806 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聚

宝盆 29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4.99% 14,777,700 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盛

锦 57 号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4.84% 14,331,000 0   

光大兴陇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胜券 15

号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2.25% 6,653,027 0   

中信建投基金

－工商银行－

中信建投基金

天成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16% 6,408,035 0   

刘正清 境内自然人 1.42% 4,200,000 4,200,000 质押 4,200,00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华昇 64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21% 3,592,000 0   

刘厚尧 境内自然人 1.15% 3,400,000 2,550,000 质押 2,550,000 

何三星 境内自然人 1.11% 3,300,000 2,475,000 质押 2,47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前 10 名股东中，新疆汉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持有本公司 42.13%的股份，为本

公司控股股东。2.刘正清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总裁；何三星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裁、

财务总监；刘厚尧先生担任公司投资副总裁、董事会秘书。3.其他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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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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颁布和实施，“两票制”、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等政策

的持续推进，中药和中医将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同时省级医保目录调整、药品招标的力度加大，三明模

式的全国推行，市场竞争更趋激烈。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度目标计划，坚持外抓市场、内强管理，积极应对各项挑

战，深入推进合规管理，扎实开展营销工作，积极推进资本运作，提高整体运营效益，提升生产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总体良好，实现营业收入39,405.5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9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5,329.1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27%。 

2017年上半年，公司战略实施情况如下： 

（一）严格把关生产质量 

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安排生产调度；加强对生产全过程的监督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加

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及考核，保证产品生产和质量的可控性与稳定性，生产运行平稳有序。 

（二）扎实推进市场营销工作 

公司强化市场建设，优化市场布局，加大市场投入，巩固市场份额。创造性地对营销模式和业务体系

进行革命，提出了营销中心“3+3”架构模式和“三驾马车”的营销模式。通过医院推广部+基层推广部+

连锁推广部+商务运营部构成执行体系，销售推广和商务运营工作分线管理，通过办事处实地销售队伍来

实现，市场策划、营销管理、市场准入和市场督查由营销中心统一运作。在市场化的机制下依循多元营销

和深度拓展、集权和放权绝对掌控，理顺了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生产商、经销商、办事处之间的利益链关

系，从而建立起牢靠、粘着度强的商业合作模式。 

（三）持续推进科研开发 

公司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多个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四磨汤口服液新质量标准颁布件获批，进一步提

升产品质控水平；卡马西平片、卡托普利片完成处方工艺研究，正在进行BE预实验；碳酸氢钠片一致性评

价已完成中试，正在进行稳定性考察。此外，公司承担的工信部中药材扶持项目枳壳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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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顺利，科技部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通过财务审计验收，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已递交验

收材料，湖南省重大专项项目通过年度检查。公司将积极争取药材基地建设、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建设等

产业扶持政策的支持，为企业发展助力。 

（四）深度推进合规管理 

公司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和修订完善工作，恪守依法制药、依法治企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规范公司运作，加强成本管控，强化风险防控，提升内控管理水平。公司管理层分工落实对各子公司的管

理责任，加强公司及子公司质量、安全督导巡查，同时加强对各子公司的内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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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对原《财政部关于

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修订，公司相应变更政府补助相关会计政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

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比较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也并未影响本公

司本报告期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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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令安 

201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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