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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0                       证券简称：哈三联                       公告编号：2019-058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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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三联 股票代码 0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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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庆福 沈晓溪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北京路 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北京路 

电话 0451-57355689 0451-57355689 

电子信箱 medisan1996@126.com medisan1996@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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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418,740.97 995,440,227.20 1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974,771.40 144,432,383.13 -1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8,522,793.85 59,847,086.46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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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995,366.75 188,029,396.08 -39.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46 -19.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46 -1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4% 7.56%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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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7,523,033.38 2,513,555,386.13 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95,255,783.22 1,947,459,154.39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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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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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剑飞 境内自然人 39.07% 123,705,000 123,705,000 质押 33,770,000 

周莉 境内自然人 11.62% 36,787,500 36,787,500   

诸葛国民 境内自然人 8.53% 27,000,000 20,250,000   

哈尔滨利民盛

德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1% 12,375,000    

秦臻 境内自然人 3.55% 11,250,000 11,250,000   

中瑞国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2% 7,649,700  质押 4,000,000 

达孜县中钰泰

山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3% 6,750,000    

王明新 境内自然人 0.81% 2,565,000 1,923,750   

中合供销一期

（上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1% 2,250,000    

姚发祥 境内自然人 0.41% 1,282,500 961,8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秦剑飞与周莉系夫妻，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秦剑飞与秦臻系父子，除上述情
况外，各股东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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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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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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医疗改革持续深化，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发展的需求，哈三联紧紧围绕战略目标以及核心任务，

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加大产品布局与推广，牢固树立质量发展观，精细管理，严控成本，各项工作均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2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19.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0.6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50%。 

2019年上半年，公司工作进展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加快布局，深挖市场，公司业绩稳步增长。 

加快建设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四大销售办事处，强化部门职责，完成重点产品的客户梳理。与此同时，进一步推进

米氮平、自排瓶及治疗性输液等产品的挂网和推广工作，利用自排瓶优势以及塑料安瓿瓶作为国内独家包材并受专利保护的

优势，加大拓展力度，提升市场竞争力。 

2、加快推进重点项目的研发和申报，创新研发取得新突破。 

2019年上半年，公司各研发创新平台继续坚持“仿创结合”的研发战略开展工作。短中期战略方面，加快推进注射剂类

仿制药、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注射剂包装升级等项目工作，目前在研项目近70余项，完成了7个品种的注册申报，已获得3

个品种5个品规塑料包装类产品的生产批准，丰富了公司塑料安瓿产品管线。长期发展战略方面，继续布局发力一类新药自

主研发，打造自主研发创新体系平台，为企业持续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3、加强管理，防范风险，质量管理向国际化进阶。 

全面推行OEC管理，加强从原辅料采购到生产，从产品销售再到市场终端全过程的质量监督；成立国际认证办公室，开
展GMP国际认证和原料药、制剂的国际注册，并与先进企业对标学习，加快质量管理向国际化进阶的步伐。 

4、精细管理，严控成本，为企业创造利润提供保障。 

优化生产内部工作流程，通过合理统筹、加大成本和绩效考核管理等措施，提升了生产工作效率。上半年，公司销售收
入稳步增长，其中医疗器械、化妆品的销量较去年实现大幅增长，业绩贡献显著。 

5、派发现金红利、实施回购计划，积极回报投资者。 

报告期内，公司对投资者回报高度重视，秉承“持续发展兼顾投资者回报”的分享理念，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派发现金红利202,532,838.95元。同时，公司对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积极实施回购计划，截至公告签署日，回购社会公

众股份累计成交金额82,865,74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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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

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根据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并按照该通
知中“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结合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

整，编制财务报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分别按照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并发布的新金融准则和 2019年4月30日发布

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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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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