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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7                           证券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9-052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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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花药业 股票代码 00273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艳 李海美 

办公地址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

湖路 18 号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

路 18 号 

电话 0451-82307136 0451-82307136 

电子信箱 1538187508@qq.com 2101474806@qq.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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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6,999,908.78 2,336,058,261.96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5,501,101.41 282,793,780.76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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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0,866,868.43 251,071,167.03 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2,739,840.62 276,421,909.29 52.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31 0.7264 -27.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31 0.7264 -2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0% 9.30%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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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0,296,307.48 5,059,132,073.11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94,787,634.51 3,272,849,508.50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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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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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花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41% 265,200,000 0 质押 131,481,632 

关彦斌 境内自然人 11.38% 66,482,952 49,862,214 冻结 19,278,606 

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1% 24,000,000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

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0% 11,676,503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

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8% 10,399,719 0   

张权 境内自然人 0.97% 5,640,30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4% 4,900,400 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

“薪满益足”天天薪人民币理财计划 
其他 0.69% 4,015,800 0   

张玉玲 境内自然人 0.65% 3,800,120 0   

李杰 境内自然人 0.56% 3,281,64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关彦斌先生为葵花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51.85%；

为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21.78%；

2.张权为葵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参股股东及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参股股东;3.李杰为葵花集团有限公司参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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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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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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行业政策多变，市场竞争加剧，公司稳中求变，紧紧围绕核心战略，充分发挥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势，各

条业务线协同发力，实现公司业绩的稳步提升。 

(1)处方药业务：等级医院逆势上扬、基层医疗大幅增长 

在4+7带量采购、辅助用药占比、分级诊疗自营等一系列政策推行下，作为药品第一终端市场的医院处方药市场，整个

行业压力巨大。公司进一步聚焦“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小儿柴桂退热颗粒”、“康妇消炎栓”“美沙拉嗪”等核心品

种，报告期内，城市等级医院稳步增长；基层医疗市场则依托“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颗粒”、“小儿柴桂退热颗粒”进入

新版基药目录契机，快速拓展市场，实现了大幅度增长。随着分级诊疗的推行，医联体、医共体的落地，公司的基层医疗市

场将进一步放大，保障处方药板块的持续、快速增长。处方药业务以儿童药、妇科药为核心主品的持续稳定增长，保障了小

葵花儿童药、葵花妇科药在医疗市场的专业学术力的提升、用户的认同，拉动零售药店的稳定增长。 

(2)非处方药业务：落地公司核心战略、妇儿品类获得良好增长 

随着药店连锁化的持续发展，百强连锁集中度的加强，在消费者自我诊疗市场，公司依托12个销售事业部的强大的终端

触达及掌控能力，城市以抓核心龙头连锁为主，与连锁开展“品牌共建”、“用户共建”、“品类共建”；打造小葵花儿童

药、葵花康丽妇科药品类，落地公司“儿童药品类”、“妇科药品类”的核心战略部署；县、乡市场以大品种商业流通面上

覆盖,并结合优势品种点上深耕，实现了妇、儿两个品类的良好增长。 

(3)保健品大健康业务：母婴健康蓄势待发、培育公司第二曲线 

依托小葵花的品牌优势，小葵花大健康完成了数十个健康产品的上市运营，打造了以“母婴店”、“儿科诊所”、“连

锁药店”为主的销售组织搭建及规模型销售。在小葵花“呵护中国儿童健康成长”的品牌使命下，小葵花大健康业务将持续

聚焦在“母婴健康领域”，沿着“品牌——品种——品类”的路径，逐渐培养“营养辅食”、“婴童用品”、“医疗器械”

等品类的核心产品。实现小葵花品牌的价值延展，培养公司未来突破性增长的第二曲线。报告期内，核心主品实现了较好增

长。 

(4)产品研发：聚焦儿科、妇科、老慢病战略，布局全球化合作 

围绕“儿科、妇科、老慢病”三大领域，公司全面推进与国内外最优秀、权威的力量开展战略性合作，通过 “买、改、

联、研、代”的研发战略升级，实现产品获得。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研发项目取得如下进展： 

布洛芬混悬液：已完成临床生物等效性研究登记。 

护肝片：拟增加治疗药物性肝损伤适应症。于2018年10月获得临床批件。目前，正在开展临床试验前的相关调研工作。 

磷酸奥司他韦干混悬剂：目前完成原料及制剂的部分药学研究内容。 

大健康产品：取得“葵花源牌刺五加刺玫果饮料”保健食品批件；取得保健食品“小葵花牌锌口服液、小葵花牌钙口服

液”备案凭证2个。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8,699.9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550.1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7,086.6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2,273.9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2.93%（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19年，是公司“价值新十年”元年，保持核心战略业务增长良好，保障经营利润、经营现金流的良好增长；驱动公司

实现价值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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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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始日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通知》（财会〔2017〕7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的通知》（财会〔2017〕

8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的通知》（财会〔2017〕9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财会〔2017〕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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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处方药业务：等级医院逆势上扬、基层医疗大幅增长
	(2)非处方药业务：落地公司核心战略、妇儿品类获得良好增长
	(3)保健品大健康业务：母婴健康蓄势待发、培育公司第二曲线
	(4)产品研发：聚焦儿科、妇科、老慢病战略，布局全球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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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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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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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