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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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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和药业 股票代码 0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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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锋 姜锋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998

号绿地中央广场 B 区元创国际 18 层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998

号绿地中央广场 B 区元创国际 18 层 

电话 0791-83896755 0791-83896755 

电子信箱 rh000650@126.com rh00065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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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64,723,617.31 1,787,781,764.10 2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4,374,098.45 161,551,872.39 5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2,795,304.78 157,887,360.71 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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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8,376,720.16 135,793,531.81 31.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73 0.1305 51.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73 0.1305 5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1% 5.70%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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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8,104,375.74 4,167,391,907.31 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29,089,882.86 3,008,549,792.01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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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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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和（集团）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27% 325,299,386 0  0 

杨潇 境内自然人 6.20% 76,802,500 0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合宜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4.40% 54,530,837 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7% 20,619,864 0  0 

平安资产－邮

储银行－如意

10 号资产管理

产品 

其他 1.05% 13,000,000 0  0 

池东铭 境内自然人 1.03% 12,757,771 0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合润分级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94% 11,631,100 0  0 

黄志敏 境内自然人 0.92% 11,400,000 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医疗健

康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5% 9,268,621 0  0 

巩和国 境内自然人 0.67% 8,275,5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仁和集团与杨潇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上述其他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本报告期内，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未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其

中黄志敏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4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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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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64亿元，同比增长26.68%。实现利润总额3.65亿元，实现净利

润2.8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4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长

了51.27%。 

商业方面 

2018年上半年，商业各销售公司继续努力克服部分GSP认证和相关销售品种结构变化及生产成本的提

升等不利影响的困难，努力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和完善重点子品牌产品的销售推广，完成了公司年初下达的

阶段销售任务。 

工业方面 

工业系统各生产子公司继续在法人治理结构下，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努力克服新版GMP认证、技术

改造与组织安排生产冲突的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年初商业计划预定目标组织安排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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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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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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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未发生非同一控制下、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为新投资设立企业

江西仁和明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西明月仁和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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