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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0                           证券简称：泰合健康                           公告编号：2018-040 

成都泰合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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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仁果 董事长 
公司未能与王仁果先生取得

联系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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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合健康 股票代码 00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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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渝灿  

办公地址 
成都高新区（西区）蜀新大道 1168 号科研

综合楼 6 楼 
 

电话 028-66616680  

电子信箱 liuyc@taihe-heal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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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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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63,778,127.50 260,615,631.15 260,615,631.15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521,109.49 11,201,527.97 11,201,527.97 -1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772,421.02 18,562,229.59 18,562,229.59 -5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620,846.72 -40,199,493.81 -40,199,493.81 -126.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0 0.0200 0.0200 -1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0 0.0200 0.0200 -1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 1.67% 1.67% -0.5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058,709,532.01 1,326,057,825.47 1,326,057,825.47 -2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3,902,849.48 838,863,449.91 838,863,449.91 -2.9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将原列报于“营

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同

时，根据 2018 年 1 月 12 日财政部会计司《关于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

行项目，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

调整。该项政策涉及追溯调整公司 2017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2017 年半年度合并利润表调增“资产处置收益”2759.47元，调

减“营业外收入”3246.97元，调减“营业外支出”487.50元。 2017 年半年度母公司利润表调增“资产处置收益”3059.47元，调

减“营业外收入”3246.97元，调减“营业外支出”187.50元。该变更对本集团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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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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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08% 101,301,165    

王安全 境内自然人 5.00% 28,016,466    

丁书干 境内自然人 1.39% 7,800,000    

林洁君 境内自然人 0.96% 5,394,090    

赵顺斌 境内自然人 0.94% 5,265,780    

黄宜 境内自然人 0.69% 3,849,686    

聂富全 境内自然人 0.54% 3,000,000    

秦浩 境内自然人 0.54% 3,000,000    

韩文霁 境内自然人 0.53% 2,966,400    

赵玉涛 境内自然人 0.49% 2,737,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王安全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仁果的父亲，与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上述其余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王安全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8,016,46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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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有） 丁书干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800,000 股。 

林洁君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394,090 股。 

赵顺斌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265,780 股。 

黄宜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849,686 股。 

聂富全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000,000 股。 

秦浩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000,000 股。 

韩文霁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966,400 股。 

赵玉涛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737,75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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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务院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与医药健康相关的管理部门进行了较大调整，新组建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国家医疗保障局等机构，有利于加快推进我国药品供给侧改革、优化提升药品市场监管效率及完善

巩固医保治理体系，进一步促进我国医药行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在医改深入推进，去粗存精的新常态下，行业政策频出，随

着医药分开、分级诊疗、药品流通“两票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临床试验数据核查等多项重大医药改革政策的深入实施，

及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移动互联网给传统营销模式带来的冲击，医药行业正进入全新的变革发展阶段。但在城镇化水平不

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大背景下，需求持续提升，行业长期保持稳定增长依然可期。 

    面对变局，公司调整思路，上下一心，努力提升产业发展实力，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市场开拓，持续增强公司

核心竞争力；继续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盘活优质土地资产，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使公司获得大量资金，为公司核心业

务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6,377.81

万元，同比增加316.25万元，上升1.21%，其中，中西成药产业总收入同比增加4,484.40万元，增长22.14%；钢构产业总收入

同比减少3,995.78万元，下降75.35%；生物制药产业总收入同比减少219.08万元，下降44.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952.11万元，同比减少168.04万元，下降15.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777.24万元，同比

减少1,078.98万元，下降58.13%，其中，中西成药产业实现净利润1,572.52万元，同比减少1,072.77万元，下降40.55%；钢构

产业亏损157.24万元，同比减少334.08万元；生物制药产业亏损330.04万元，同比增亏89.53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062.08万元，同比增加5,082.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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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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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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8日，公司以位于双流区西航港街道锦华路二段 3 号的一宗出让住宅兼商服用地作价29,881.00万元成立全资

子公司成都业康置业有限公司，2017年11月30日，公司以43,000.00 万元向四川温资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成都业康

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子公司成都业康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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