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594                                           公司简称：益佰制药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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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佰制药 600594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刚 曾宪体 

电话 0851-84705177 0851-84705177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大道220-1号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大道220-1号 

电子信箱 600594@gz100.cn 600594@gz100.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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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3,444,051.84 7,194,494,634.45 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03,953,159.94 4,280,028,481.52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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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00,424.40 277,534,025.53 -135.02 

营业收入 1,892,703,843.32 1,951,888,204.70 -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985,941.95 183,667,437.25 -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234,675.75 171,115,649.96 -8.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75 4.555 减少0.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0 0.232 -9.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0 0.232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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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2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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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啟玲 境内自

然人 

23.42 185,457,636 0 质押 144,59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78 22,011,806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16 9,176,200 0 无 0 

甘宁 境内自

然人 

1.15 9,100,100 0 质押 8,420,000 

金元顺安基金－海通证券

－渤海国际信托－渤海信

托·恒利丰 123号·益佰

艾康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14 9,060,000 0 无 0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0 8,685,953 0 无 0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04 8,262,700 0 无 0 

郎洪平 境内自

然人 

1.00 7,912,009 0 质押 7,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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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90 7,154,580 0 无 0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保险产品 

其他 0.74 5,866,62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前十名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无。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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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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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7 益

佰 01 

143338 2017-10-23 2022-10-23 0.0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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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4   34.8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44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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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9,270.38万元，同比减少 5,918.44万元，下降 3.03%。其中：

公司医药工业板块实现销售收入 147,002.63万元，同比减少 12,156.03万元，同比下降 7.64%；医

疗服务板块收入为 42,203.60 万元，同比增加 6,286.92 万元，增长 17.50%。核心中成药产品受招

标降价、医保控费等相关政策的影响，营收同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另以洛铂为代表的化药营收

增长强劲，部分对冲了医药工业板块营收的下滑势头，医药工业板块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77.69%；

因医院医疗水平提升带动业务量的增长，以及富临医院新并表因素的影响，医疗服务实现同比增长，

医疗服务板块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22.31%。 

报告期，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6,598.59万元，同比减少 1,768.15万元，下降

9.63%，主要受因治疗中心和新建医院的业绩拖累所致。 

报告期，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15,723.47 万元，同比减

少 1,388.10万元，下降 8.11%，主要受当期计入损益的政府性补贴较上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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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