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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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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邦健康 股票代码 0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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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云辉 陈志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69 号  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69 号  

电话 023-67886900 023-67886985  

电子信箱 Huapont@163.com  Huapo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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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9,245,175.07 3,335,542,295.21 2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4,874,588.33 415,595,723.72 -1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4,936,628.64 400,463,992.61 -21.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7,720,041.72 68,823,969.04 -343.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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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2% 4.25%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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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94,322,631.72 24,227,883,836.43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83,527,400.70 9,645,235,055.95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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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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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汇邦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88% 343,566,009 0 质押 188,843,713 

张松山 境内自然人 5.75% 117,095,583 87,821,687 质押 101,314,900 

李生学 境内自然人 3.86% 78,577,539 0 质押 8,430,000 

肖建东 境内自然人 3.85% 78,387,988 78,387,988 质押 70,850,000 

董晓明 境内自然人 3.85% 78,387,988 78,387,988 质押 0 

于俊田 境内自然人 2.86% 58,208,315 58,208,315 质押 56,220,000 

张一卓 境内自然人 1.92% 39,020,000 0 质押 39,020,0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40% 28,442,733 0 质押 0 

王加荣 境内自然人 1.34% 27,180,308 20,385,231 质押 23,199,998 

王榕 境内自然人 1.03% 20,907,776 15,680,832 质押 1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张一卓先生为张松山先生之子，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

否存在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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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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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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华邦颖泰股份

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 

14 华邦 01 112208 2019 年 06 月 13 日 80,000 6.58% 

华邦生命健康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

券 

15 华邦债 112270 2020 年 08 月 14 日 70,000 4.72%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7.03% 55.82% 1.2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7 3.72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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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度，医药行业和原料药行业依然增速缓慢，市场竞争剧烈，全球农化行业仍面临农产品价格在低位徘徊

等各种因素的挑战。 

虽然公司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既定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一是加大研发及营销投入；二是坚持优化经营管理机制，通过精细化运营提升管理效率及生产效率；三是积极布局“大健康”

产业，在医疗健康服务、健康管理等服务领域积极谋划，寻求新的发展机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8,924.52万元，

同比增长28.59%； 

但受国家安全环保监管高压常态化、汇率波动和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33,487.46万元，同比下降19.42%，实现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1,493.66万元，同比下降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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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财政部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要求自2017年6

月12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企业应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

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准则进行

调整。本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起开始执行上述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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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和内容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的规定，自2017年 1 月

1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

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

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

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 

受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影响，报告期

公司将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

补助重新列示。本期营业外收入减

少13,754,800元，其他收益增加

13,754,800元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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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颖泰生物全资子公司杭州颖泰对其全资持股的绩溪庆丰进行了股权处置并交割完

毕，故绩溪庆丰不在纳入上半年度合并范围。 

    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颖泰生物之全资子公司杭州颖泰对其全资持股的杭州颖泰贸易进

行了吸收合并，故杭州颖泰贸易不在纳入上半年度合并范围，公司控股子公司颖泰生物之全

资子公司上虞颖泰完成了对其全资持股的上虞颖泰贸易进行了注销，故上虞颖泰贸易不在纳

入上半年度合并范围。 

    报告期公司由于新设而增加的子公司包括：凯斯通、济南玛恩医院、西安众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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