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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380                                        公司简称：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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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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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元 600380 太太药业、S健康元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凤光 周鲜 

电话 0755-86252388 0755-86252388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

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

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 

电子信箱 zhaofengguang@joincare.com zhouxian@joincare.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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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1,813,778,631.94 16,071,712,257.56 3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17,325,696.26 5,382,825,288.69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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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541,958.43 539,891,304.96 12.72 

营业收入 5,443,462,585.94 4,911,046,268.48 1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7,068,584.81 257,385,608.30 2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9,815,810.18 226,440,976.98 2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0 5.33 增加0.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48 0.1638 25.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48 0.1638 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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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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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81 742,415,520   质押 126,160,000 

鸿信行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06 64,391,840   未知   
中铁宝盈资产－浦发银行－中
铁宝盈－健康元大股东增持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3.04 48,277,046   未知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0.86 13,587,105   未知   
陈玉宝 未知 0.53 8,337,012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未知 0.31 4,970,30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27 4,299,316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3 3,579,282   未知   

杨冬云 境内自然人 0.22 3,500,000 2,100,000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民
森H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未知 0.21 3,281,872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第一、三名股东具有关联关系，为《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公司第一、三名股东
与第二、第四至第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与第三
大股东中铁宝盈资产－浦发银行－中铁宝盈－健康元大股东
增持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实际持有人均系朱保国先生，为
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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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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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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11 健康元 122096 2011/10/28 2018/10/28 997,710,397.40 7.1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0.5492   0.4192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7.32   12.8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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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43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5.32 亿元，升幅约为 10.84%，

主要系本公司子公司海滨制药、焦作健康元及丽珠集团销售收入增加所致；报告期内，本公司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7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约 0.70 亿元，升幅约为 27.07%，主

要系公司总体销售收入增加所致。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 2.90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0.63 亿元，升幅约为 27.99%。 

报告期内，公司保健品及 OTC 业务（不含丽珠集团 OTC）实现销售收入 1.58 亿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18.72%；实现净利润贡献为 0.27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34.22%，主要系营销模式调

整和推广活动效率降低导致。随着近年来媒体投放的性价比持续下降，公司保健品已经逐步将原

来的“广告+渠道”模式调整为“渠道+地面推广”模式，并积极探索新模式。随着竞争加剧，地面推

广活动的效率大幅度降低。此外，2015 年开始大力布局的微商渠道因行业环境变化而销量大幅度

下降，而新模式尚未走出探索阶段。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加大电商、社交电商等新渠道开放及推

进力度，加快探索新模式，深化同现有药线渠道的战略合作，锁定现有渠道垂直健康人群，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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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用户健康服务体验，增强客户粘性、提升品牌渗透率和忠诚度，为满足消费升级和符合消费

趋势，针对性的开发和推进新品上市。 

报告期内，公司海滨制药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6.92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约 0.58 亿元，升幅为

9.18%；实现净利润贡献为 1.24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0.06 亿元，升幅为 4.71%，主要系因美罗

培南制剂(倍能)销售数量提升带来营业收入的稳步提升。报告期内，海滨制药继续优化处方药销

售模式，优化资源充分配置及细化考核管理，实现处方药销售的稳定增长，其中重点产品倍能销

售数量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19.68%，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6.31%。 

报告期内，焦作健康元实现销售收入 4.87 亿元，实现净利润贡献为 0.29 亿元，较上年同期分

别增长 10.59%和 17.66%，主要系因 7-ACA 产品销售数量增加带来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提升。今

年上半年 7-ACA 的平均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仍处于历史低位。为了应对目前原料药市

场的困境，焦作健康元在原有成本下降基础上，积极研发新配方、新工艺，动力、环保车间等加

大排查力度，充分贯彻并执行节能减排，同时加强销售市场维护，稳定市场占有率，积极开拓新

客户，为公司的持续盈利创造条件。公司也将积极引进及开发新产品，发展以发酵原料药中间体

为主，向上和向下延伸产业链，增强市场抗风险能力，做到头孢品种的多元化，另外争取通过相

关国际认证，打开高端市场，提高品种毛利及市场竞争力，保证公司利润。 

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000513. SZ，01513. HK）实现营业收入 42.75 亿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 4.91 亿元；实现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4 亿元，为本公司贡献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29 亿元；丽珠集团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4.55 亿元，为本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贡献约 2.07 亿元。丽珠集团经营情况详见《丽珠集团 2017 年

半年度报告》。 

(2)下半年工作重点  

2017年下半年，公司将积极应对行业变革及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加大对研发、

生产、质量、销售等多个环节的管理力度，保证公司业绩的稳步发展，努力实现股权激励考核目

标。本公司2017年下半年主要工作重点如下： 

（一）提升销售业绩 

在制剂产品方面，全面启动二级以下医疗机构的营销，加强二级以下管理团队的团队建设及

考核机制，除巩固已有医院市场外，公司将积极开拓部分产品的OTC市场，多渠道增加销售量，

并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 

在原料药及中间品方面，坚持以“保环保、抓质量、降成本”为工作指导方针，巩固提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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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技术水平，推进重点产品成本攻关计划；引进和研发高毛利、低能耗、低排放的产品；持续开

展原料药国际认证，进一步扩展国际市场。  

在保健品方面，加大电商、社交电商等新渠道开放及推进力度，加快探索新模式。同时深化

同现有药线渠道的战略合作，锁定现有渠道垂直健康人群，共同提升用户健康服务体验，增强客

户粘性、提升品牌渗透率和忠诚度，以提升业绩。 

    （二）推进研发创新工作 

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抗体技术平台、微球缓释技术平台等特色创新技术平台的建

设，加快呼吸系统、糖尿病、新型抗感染药物、单抗、传统中药及保健品等重点产品的研发进度，

加快成果转化，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和业务布局，提升核心竞争力。 

（三）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内控机制建设及改进工作，梳理及制定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继续强化

内部治理，防范经营风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通过信息披露与交流，加强与投资者及潜

在投资者之间的沟通，以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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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实施。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以财

会[2017]15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

起实施。2017 年 8 月 24 日，经本公司六届董事会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

间开始执行前述两项会计准则。 

②根据财政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对上年同期数据调整如下： 

科目名称 

2016 年 1-6 月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调整前金额 调整变动 调整后金额 调整前金额 调整变动 调整后金额 

税金及附加 63,589,528.27 13,720,488.43 77,310,016.70 3,313,643.88 1,117,201.07 4,430,844.95 

管理费用 468,455,933.72 -13,720,488.43 454,735,445.29 40,916,470.41 -1,117,201.07 39,799,2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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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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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朱保国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