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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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马应龙 60099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倩 赵仲华、郭艳萍 

电话 027-87291519 027-87389583 

办公地址 武汉市武昌南湖周家湾100号 武汉市武昌南湖周家湾100号 

电子信箱 maqian1582@sohu.com 
zhaozhonghua@wo.com.cn 

GYP15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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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2,671,968.74 2,926,538,093.32 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29,481,227.77 2,270,737,340.27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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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87,681.36 -27,747,748.00 /  

营业收入 1,275,261,891.44 1,072,287,388.33 1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902,611.76 102,633,536.02 11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206,141,949.01 183,769,419.72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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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2 4.57 增加4.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0.24 10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0.24 1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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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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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27 126,163,313 0 

质

押 
100,000,000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1 22,018,7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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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12,300,000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2.12 9,154,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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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7,5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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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5,750,0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5,000,064 0 无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金海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1.03 4,447,427 0 无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四一九组合 
其他 0.93 3,999,877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91 3,925,165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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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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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促转型、防风险、提效率”的经营方针，立足肛肠健康方案提供

商的战略定位，强化发现需求、满足需求的战略导向，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深化竞单机制，

增强经营效率和管理效能，推动公司转型提效。 

医药工业方面加快推进药品新包装上市，围绕三色块核心元素开展系列宣传策划；推进药品

新零售业务拓展，入驻阿里大健康，开设马应龙医药旗舰店；持续推进县域市场开发，提高终端

产出质量；大力推进肛肠品类精准营销，提升重点连锁药店销量；深化推行竞单机制，推动多层

级抢单对赌工作，激发组织活力，挖掘资源潜力；持续推进精益生产，优化生产组织方式，扩大

供应商渠道。 

医药流通板块创新运营模式，实现业态多元化发展。加速完善 DTP 药房的运营模式，构建 DTP

品种供应链与院线引流资源渠道；深入开展样板店建设，全面实行商品的聚焦经营和集中管理，

集聚样板效应，提升门店经营质量；拓展线上渠道，扩大药品及大健康品种的销售增量，开展内

容营销，强化供应链建设。整合多方资源，推动第三终端市场快速发展；充分发挥平台功能，推

动贴牌代理品种市场拓展。 

医院诊疗领域持续优化调整。有序推进肛肠诊疗中心合作共建，组织召开第三届马应龙肛肠

健康年会，交流平台逐步升级；针对重点中心加强资源配置，建设区域示范中心；深化推进直营

医院精益医疗项目，优化精益现场管理，为标准化运营体系升级铺垫基础；加强质量风险管理，

出台《马应龙连锁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建设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评估机制，优化就医服务流

程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借力互联网医疗平台，试点推进线下业务与互联网医疗线上业务的深度

对接，提升营销效能。 

大健康板块强化平台支撑作用，充分促进职能共享和业务协同，规模和利润稳步增长。大力

推进产品包装升级，突出“大健康”标识；充分借助线上和线下渠道联动，加速推动重点渠道产

出,瞳话产品整合渠道资源，推进医美渠道合作，入驻百货专柜；护理品利用海拍客平台加速门店

拓展；制定《大健康产品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快产品开发和引进，最大程度满足客户需求；通过

竞单、合伙等机制整合内外部资源，提升大健康平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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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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公司报告期内重要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内容及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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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

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

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

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

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

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

决议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80,927,311.02 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减少 80,927,311.02 元； 

应收账款：增加 1,826,910.19 元； 

其他应收款：增加 794,973.01 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52,063,300.46 元； 

长期股权投资：增加 270,796.83 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47,732,599.60 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 10,384,891.73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724,944.43 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543,016.15 元； 

未分配利润：增加 2,072,759.14 元；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5,117,527.99 元。 

2.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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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

次会议决

议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588,964,627.21 元，拆分

为应收票据 464,450,182.90 元、应收账款

124,514,444.31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6,221,065.16 元，拆分

为应付票据 50,247,151.71 元、应付账款

125,973,913.45 元。 

详细内容参见 2019 年 8 月 24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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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平 

日期 2019 年 8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