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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252                                        公司简称：中恒集团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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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恒集团 600252 梧州中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崔鼎昌 童依虹 

电话 0774-3939128 0774-3939128 

办公地址 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1号 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1号 

电子信箱 cdc_zh@126.com cdc_z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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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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7,044,048.40 6,489,461,794.99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25,292,527.06 5,321,678,506.69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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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67,953.03 641,978,952.34 -35.10 

营业收入 934,510,317.05 724,995,935.80 2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6,542,604.55 279,749,442.04 3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84,619,046.03 270,231,214.43 42.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9 5.53 增加1.5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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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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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53 713,603,487 0 质押 356,548,99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4.17 144,752,106 0 未知   

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0 69,560,862 45,010,521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1.46 50,873,400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8 27,100,200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7 23,426,826 0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6 22,988,100 0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6 22,988,100 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6 22,988,100 0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6 22,988,10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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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6 22,988,100 0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6 22,988,100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6 22,988,100 0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6 22,988,100 0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6 22,988,100 0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0.66 22,988,100 0 未知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未知 0.61 21,037,866 0 未知   

拉萨港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0.53 18,277,516 0 未知   

方海云 未知 0.45 15,747,431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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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整体发展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我国经济结构转型

的新理念、新方略、新思路已经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微观层面初见成效，积极因素正在不断积累；

医药行业方面，国家医药政策频出，医药行业形势严峻。医药改革涵盖医药、医疗、医保、流通

各层面，使研发、生产、流通、应用等各个环节面临洗牌，优先审评制度制订、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进程提速、两票制的政策出台、飞行检查的加强等工作密集落地，将使医药行业出现大分化的

情况，结构优化强者恒强将持续演绎；中恒集团在政策频繁出台实施的前提下，毫不畏惧，在公

司董事会及经营班子的带领下，全体员工上下一心，通过预算引领、强化业务经营管理和加强内

部管控，合理调整组织架构，加强成本控制，提高工作效率等举措，公司经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的发展势头，2017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和利润实现了大幅提升，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超半的较

好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35 亿元，同比增长 28.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87 亿元，同比增长 38.17%。2017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推进了以下十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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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引领，做好全年的工作计划。 

公司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完成全面预算的编制工作，明确并量化公司的任务目标、确定年度

重点工作、细化工作任务、规范管理控制、明确各级责权及考核依据。全面预算的引领为公司提

供一个前瞻性的思考，有助于战略目标分解、实施、控制和实现。 

（2）强化业务经营管理，各主业板块稳定增长。 

公司积极应对政策和市场变化，建立管理市场、服务市场的理念，继续精耕市场，树立品牌

形象。 

制药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68 亿元，同比增长 29.43%。实现净利润 3.72 亿元，同比增长 25.84%。

制药公司主业品种增长明显，得益于学术与专家的带动。市场部通过推动学术营销，搭建专家平

台，成功举办公司首次全国性的企业卫星会，树立了产品国内高端的学术地位，同时重视地方性

到全国性专家资源的开发及利用；积极布局 OTC 市场，提升品牌形象，对重点发展的普药品种开

展了外包装优化设计；优化核心产品策略、细分定位，为公司寻找新的增长点打下坚实基础。上

半年血栓通的销售取得新的突破；细分部门职能，新设立了医学部和市场策略部，引进专业、优

秀的人才。 

双钱公司通过渠道开发引领销售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5829.38 万元，同比增长 14.05%，并且

创造了单月销售金额接近 2 千万元的新记录。双钱公司引入销售团队，构建营销中心流程体系，

提升团队业务能力；完成五大销售部区域布局，核心区域稳步成长，战略布局初步完成；渠道价

格管控趋于健康；优化市场策略，统一销售政策，带动销售创新高。继续开展“双钱惊喜第五季”

和“码上有奖”塑碗龟苓膏兑奖活动，采取增加直营网点、创新式促销、增加新品种投入、开拓

加盟店等方式，使销售工作顺利开展。 

房地产公司工作取得新的突破。充分利用梧州市的经适房政策，公司的保障住房方案获得批

准，销售了 193 套房子作为公租房，为房地产公司业务资产剥离迈进了积极的一步。 

（3）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以高标准、严要求抓好企业管理。 

生产方面，各板块科学合理做好生产计划，推动计划的实施，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环保责任

制。公司完成了逐级安全生产和环保责任状的签定，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工作、“安全

生产月”活动、应急预案演练等，消除安全和环保隐患。2017 年上半年公司无重大安全和环保事

故。公司开展企业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OHSAS18001）的认证工作，前期工作已经按计划推进。

其中制药公司，以提升产品质量，强化注射用血栓通（冻干）生产管理和质量管理作为工作重点。 

质量方面，公司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生命，加强质量全程监督，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保证

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制药公司完成 2016 年度质量回顾和总结工作；制定了年度验证和自检计划

方案，围绕 GMP、药品质量、注册申报、药品检验等开展各项工作；双钱公司完成 FSSC22000、

ISO22000 认证三年到期换证认证资料编写和 HACCP 认证年审资料的准备，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广西分公司专家组的现场审核。 

（4）健康产研院推动研发创新和品种开发。 

公司继续加大与暨南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家重点学院的研发力度，并在人才培养、科研开发、

技术创新等方面加强合作。研发中心梳理研发项目，明晰发展思路，明确年度目标任务。血栓通

标准化建设、安全性和有效性临床评价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注射用血栓通上市后临床安全性

医院集中监测研究已完成 2016 年度不良反应分析报告；“一种结石通片指纹图谱的建立方法”获

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一种三七总皂苷提取液的浓缩方法”发明专利获得了第六届广西发明创

造成果展览交易会项目金奖；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获得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颁发

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5）强化资本运作，优化公司产业结构。 

广东中恒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并开始运作。公司在去年度资本运作工作

的基础上，继续围绕四大治疗领域开展并购项目的寻找、储备、考察和洽谈，希望通过引进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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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品种，建立合理的产品梯队，为做大规模和市值提供空间。同时，以投资公司为契机，发挥

资本市场的作用，开展多元化投资，培育孵化新的增量业务。 

（6）加强财务管理，建立健全控制风险体系。 

加强财务管理，强化资金管控，强化风险防控意识，建立健全控制风险体系，确保安全增效。

财务部门落实全面预算工作，提高专业技能，积极开展资金筹划，盘活资金，提高收益，加强资

金监控，防范资金风险。公司成立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控制与法务部、审计部等部门做好

公司经营管理各个环节的防控工作，对各类经营风险作有效的管控，保证了公司经营的安全运行。 

（7）强化培训体系建设，开展多层次的培训，建立人才储备库。 

公司围绕最新战略，以满足业务发展及人才培养为主要目标，采用“引进一批、培养一批、

提拔一批”的人才战略，同时重点推动研发、生产、营销等各专业系列培训体系的梳理与构建。

为了打造学习型组织，加强优秀人才培养，促进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企业竞争力，公司在 2017

年 6 月 9 日揭牌成立中恒大学。通过中恒名家论坛、中恒大学图书馆、e-Learning 网络学院、博士

后工作站、在职研究生班、校企合作平台、专项训练营和外聘、外派培训等 8 大板块，有序渐进

的建设中恒大学，各职能部门通过线上线下学习平台，实现随时、随地学习，自我增值。中恒大

学的成立，可以实现横向、纵向的全员、全程和全方位的培训，把培训体系强化到更高的层面。 

（8）积极开展党建相关工作，充分发挥党的模范先锋作用。 

公司加强开展基层党建工作，上半年继续开展“两学一做”活动，并形成制度，常态化开展，

成立纪委筹备组，完善人员、机构，保持了党组织的活力和党员的战斗力，并在党组织带领下，

做好工、青、妇的相关工作，发挥企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作用。 

（9）企业核心价值观推动企业文化的建设，提升企业软实力。 

基于公司追求“品质、创新、包容、卓越”的核心价值观，使员工具有“执行、分享、创造、

成长”团队精神，公司继续打造具有中恒集团特色的企业文化，借助文化的力量，提高员工凝聚

力和企业软实力。公司的生态厂区园林景观提升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为烈日下工作、因工作夜归

的员工提供舒适安全的环境；同时公司每月举办员工集体庆生晚会，年度举办“员工家庭日”，开

展“三八节”妇女活动，组建包括足球队、气排球队、摄影协会、舞蹈协会、音乐协会等 9 支员

工俱乐部，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中恒集团”号游船回梧州纳入了梧州建城 2200 年“岭南风

情旅游文化周”的庆典活动里，同时举办“情系鸳江，向爱出发”大型青年公益联谊活动，将帮

扶梧州市地贫患儿的公益活动融入其中，引起极大关注。公司将继续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回

馈社会。 

（10）在建项目情况 

中恒（南宁）医药生产基地项目的中恒南宁行政办公楼正式启用，并且继续推进部分施工项

目的结算及消防工程的施工工作。南宁募投项目血栓通生产基地工程建设方面主要进行前期工程

的收尾工作。2017 年 3 月 20 日，制药公司收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批意见通知件，

不支持血栓通 500mg 新增规格的申请。该事项对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之一血栓通项目产生重大影响。截至目前，董事会尚在积极进行替代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中恒肇庆高新区工程项目正在对未结算工程进行审核确认，配合项目到现场进行结算资料复

核。 

面对政策及市场的不稳定性，给公司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有挑战从来就不会缺少机遇。公司

将实时关注国家政策的变化，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对变化作出最高效最准确的响应，促进企业的转

型升级。公司下半年将通过狠抓业务经营、狠抓生产质量管理、加快健康产研院的建设、加快广

东中恒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工作、狠抓财务管理和风险管理、加快人才团队建设、加强证券事务和

信披工作、加强党建等工作，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以良好的业绩回报股东、广大投资者和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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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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容贤标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