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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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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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药业 600329   

S股 新加坡交易所 -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焦艳 谢希 

电话 022-27020892 022-27020892 

办公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17号中

新大厦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17号中

新大厦 

电子信箱 zxyy600329@163.com zxyy600329@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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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9,840,236.07 7,105,306,204.62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108,016,205.20 4,926,990,477.02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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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981,007.01 213,195,114.68 -26.37 

营业收入 3,533,717,572.19 3,112,247,334.47 1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46,862,520.45 313,491,871.21 1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25,300,825.97 305,118,315.64 6.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84 6.79 增加0.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51 0.408 10.5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51 0.408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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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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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066 331,120,528 0 无   

RAFFLES NOMINEES (PTE) 

LIMITED 

境外法人 3.377 25,968,600 0 未知   

DBS NOMINEES PTE LTD 境外法人 2.834 21,792,640 0 未知   

PHILLIP SECURITIES PTE 

LTD 

境外法人 2.441 18,767,700 0 未知   

ABN AMRO CLEARING BANK 

N.V. 

境外法人 2.166 16,652,900 0 未知   

CITIBANK NOMS SPORE PTE 

LTD 

境外法人 1.794 13,792,645 0 未知   

DBS VICKERS SECURITIES 境外法人 1.484 11,407,200 0 未知   



(S) PTE LTD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金海 9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1.442 11,084,006 0 未知   

黄阳旭 境内自然

人 

1.392 10,702,579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186 9,118,224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为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达到 43.066%，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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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中新药业（以下简称“公司”）及所属各企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入落实党要管党、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面对竞争愈加激烈的市场环境，公司迎难而上，将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作为

第一要务，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2019 年上半年，公司的工作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深化科学营销，加强终端推广。 

公司依托学术研究的成果，加强终端宣传推广力度，确保年度任务指标完成。所属销售

公司加强终端推广宣传工作力度，分别对专家、医生、店员、患者等不同受众人群有针对性

的进行宣传推广，强化品牌宣传及患者观念改变；药品营销公司依托开放性的紫龙金片真实

世界研究，选取具有相关资质的 9个试点地区，共计 16 家医院加入科研项目，实现地区学术

推广的转型；达仁堂以山西省为试点探索新营销环境下的市场开发。2019 年上半年，速效救



心丸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4.60%；舒脑欣滴丸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7.14%；清肺消炎丸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 18.88%。 

2、创新营销模式，提升品牌影响力。 

公司持续加快营销模式转型，激活重点品种的市场价值，提升产品市场竞争能力。速效

救心丸成立电商组，对网络销售平台的渠道和价格进行管控，规范零售终端销售。达仁堂代

表天津参加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中华老字号故宫过大年展”活动，促进达仁堂品牌彰显和

产品销售。药品营销公司全面推广“成功动销模式”和“区域控销模式”；深化与中国医药物

资协会成长药店分会板块战略合作，形成全新增长点。第六中药厂自营品种进一步加强与龙

头连锁合作，上半年开发中大型连锁超过 50 家；清咽滴丸 25 个省份全部完成招商协议的签

订工作。 

3、打造现代物流，做强商业板块。 

公司医药物流中心项目完成搬迁投入试运营，实现了药品上架、传送、分拣、出库的自

动化，显著提升作业效率，进一步优化配送流程，为提高客户服务质量打下了良好基础。按

照 “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要求，创新商业营销思路，积极与医院沟通，全力做好“4+7”

品种配送工作，为今后的国家集中采购打下良好基础。充分利用现有销售渠道和资源，调整

品种结构，扩大高毛利品种的销售占比，同时积极协助生产厂家开发医院和终端配送，以点

带面刺激市场，促进销售的增长。 

4、科研主动对接市场，加快研究院建设。 

公司继续大力推进中新药业研究院建设，研究院现已初具规模。一是与中国中药协会临

床评价研究专委会合作，邀请行业内院士和知名专家组建“天津中新药业集团专家指导委员

会”，在对接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为公司现有 28 个重点品种梳理二次开发战略方向。二是与

天津中医药大学建立联合研究院，在中药科研成果转化、新药开发、中药智能制造等方面展

开全方位战略合作。三是建立并完善科研人员 KPI 考核方案，引导科研人员创新活动与公司

战略目标保持一致，有效激发科研人员主动创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5、深化质量监管，夯实质量基础。 

公司以问题解决和风险防控为导向，完成了 5家工业企业和 19 家商业企业的公司质量内

审工作，从公司层面督促企业做到合规生产和经营的常态化。达仁堂、中药饮片厂安国车间

等 6 家企业顺利通过澳大利亚 GMP 现场检查；中新制药厂、亳州饮片厂、新制药厂通过 GMP

五年到期换证认证；医药公司物流园通过增库 GSP 认证。所属工业、商业企业接受药品监管

部门飞行检查、跟踪检查等各类检查共计 27 次，均顺利通过。公司所属企业开展了 30 项 QC

小组活动，为企业降本增效。其中，17 个 QC 小组项目参加天津市 QC 小组成果发表，共获得

一等奖 7 个、最佳发表奖 4 个、优秀组织奖 1个。 

6、强化全链条式监测，完善科学管理体系。 

公司各业务部室分工合作，及时立体监测各板块、各环节生产运行状况。一是制定《生

产计划管理制度》，明确产销双方职责，增加公司审批环节，做好产销衔接的组织调度与协调。 



二是制定《内部供货价格管理制度》，加强公司对工、商业企业间供货价格的管理和调控。三

是完成重点品种成本采集分析信息化项目，抓取每月重点品种批次生产成本，与预算成本对

比分析，筛选出差异较大的品种，详细分析原因，制定改善措施。四是统一各企业填报一级

商库存、纯销口径，并从一级商出库、月均衡进度对比、月销售走势、应收账款等维度对大

品种经营情况进行全方位分析，及时预警、解决品种营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7、建设安全机制，确保安全稳定。 

公司围绕健全风险防控体系、落实隐患排查整改、加强前期风险管控等工作，公司持续

加强安全管理力度，确保整体安全形势稳定。一是建立、完善中新药业各企业安全风险评价

体系，对安全风险量化分级管理，针对隐患对症下药，建立风险管控预防机制。二是组织安

全管理人员参加产业园化学试剂库、消防系统整合等项目的前期论证，并对第六中药厂滴丸

车间等在建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防范风险于未然。三是开展春季安全大检查隐患排查工作、

危化品专项整治行动以及百日安全消防行动专项检查，查出隐患全部及时完成整改。 

8、压实监督责任，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2019 年上半年，公司进一步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签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书 66 份、监督责任书 28份、组织签订“一岗双责”责任书 279 份、廉洁从业承诺书 717 份；

制定了 2019年中新公司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推动工作有

序落实；进一步加强监督体系建设，在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同级监督基础上，提前介入、超

前防范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廉洁风险；推动物资采购平台建设，有效防风险、降成本，推动完

善项目管理机制，确保有效管控；开展任前廉洁谈话 66 人次，无问题提醒谈话 137 人次，对

重点工程项目组成员分别开展了集体廉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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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月 7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订）》（财

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

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新租赁准则要求，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租赁准则。新租赁准则的实施

对本公司财务报告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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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立群 

2019年 8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