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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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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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民集团 600976 武汉健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振波 周捷 

电话 027-84523350 027-84523350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号 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号 

电子信箱 whjmhzb@163.com Jie.zhou@whj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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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7,304,948.34 1,722,182,745.84 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66,266,629.80 1,139,760,504.37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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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4,321.00 42,573,864.76 -53.86 

营业收入 1,111,969,101.30 1,074,606,863.07 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5,956,028.27 57,492,500.88 -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9,526,027.66 50,648,617.90 -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85 5.21 减少0.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38 -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38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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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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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07 33,852,409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99 7,647,686   无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其他 4.56 7,000,00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04 6,197,073   无   

华安未来资产－宁波银行－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3.02 4,631,664   无   

泰康资管－交通银行－泰康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优势

精选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2.10 3,225,445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8 3,034,819   无   



深圳市南方鑫泰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南方鑫泰－私募学

院菁英 145号基金 

其他 1.85 2,832,341   无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1.49 2,284,691   无   

深圳市众智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1.41 2,169,84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安未来资产－宁波银行－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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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国家医药、医保、医疗联动改革深入推进，新基药目录公布、医保支付改革、集采招

标、辅助用药等政策相继出台和落地执行，加速医药行业的去劣存优和转型升级，给医药企业带

来诸多挑战。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效益就是生命——2019 年年度工作计划”，持续发展核心产

业，夯实各项基础能力，努力实现健民集团健康、稳定发展，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11196.91

万元，同比增长 3.48 %，其中医药工业 56479.58 万元，同比增长 10.48%，医药商业 54717.33

万元，同比减少 3.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95.60 万元，同比减少 2.67 %。 

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重塑品牌，提升营销力。 

重塑品牌影响力，以“龙牡”、“叶开泰”品牌为核心，完成龙牡新广告片及新企业形象宣传

片的制作与正式投放，精准传播渠道，链接产品销售；实施产品战略，整合重点产品的价值链，

通过降低渠道库存，优化营销机制，学术营销、公益文化营销等，基本实现医药工业收入的稳定。

2019 年实现医药工业收入 56479.58 万元，同比增长 10.48%，其中 OTC 产品销售同比基本持平，

医院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5.8%。 

（2）以市场为导向，突出儿科特色，持续开展上市品种二次开发、儿童制剂技术、中药创新

药物研发。上半年二次开发项目进展顺利，拔毒生肌散标准已公示，健脾生血颗粒/片进入中华医

学会“铁缺乏症和缺铁性贫血诊治和预防多学科专家共识”，小金胶囊标准化建设项目已通过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任务与财务验收，完成 4 个药材基地建设，形成技术规范 11 项、等级标准 17 项、

炮制规范 7 项，建立了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 项，申请专利 5 项，授权 1

项，发表科研论文 10 篇。化药项目稳步推进，左乙拉西坦口服液进入资料发补阶段、吸入用盐酸

氨溴索入组病例 59 例 ；中药新药利胃胶囊、小儿急支止咳糖浆 、牛黄小儿退热贴等三期临床进

展顺利，通降颗粒完成毒理研究，经典名方黄芪桂枝五物汤、苓桂术甘汤、阳和汤完成部分药材

指纹图谱研究。 

（3）降本增效，管理提升。生产上采取精细排产、错峰生产、加强设备维护等措施实现能源、

低值易耗品等生产成本降低；完成 GMP 仓库改造，实现仓库回迁，降低物流与仓库租赁成本；加

强工艺改进和质量管控，从采购、生产、仓储等均精益求精，确保公司产品品质，上半年公司荣

获“汉阳造”质量奖；管理上优化组织结构，精简流程，科学人员配置，实现工作效率与效益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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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勤强      

                                  二○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