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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2019-059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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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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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集团 股票代码 0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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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江 裘莉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96 号中化大厦 12 楼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96 号中化大厦 13 楼 

电话 0571-86022582 0571-85068752 

电子信箱 tanjiang2009@foxmail.com qiuli000411@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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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8,893,168.80 10,096,297,665.17 1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7,336,813.74 49,844,021.41 9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0,903,869.48 49,452,852.29 43.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5,840,717.60 -545,967,238.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24 95.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24 95.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8% 5.75%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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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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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1,692,550.66 8,992,511,131.85 2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01,557,859.84 930,300,775.03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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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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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88% 61,986,136    

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4% 44,691,447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3.32% 6,893,400    

迪佛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3% 6,695,226    

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2% 6,686,389    

许建妹 境内自然人 1.18% 2,448,618    

刘丽萍 境内自然人 0.78% 1,609,600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3% 1,107,000    

吕平 境内自然人 0.51% 1,050,425    

何军 境内自然人 0.44% 907,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是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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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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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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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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体股东的支持下，公司管理层率领全体员工紧紧围绕“内涵式增长、外延式扩张、整合式提升、创

新式发展、生态圈协同”的战略路径，遵循“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积极应对中国经济复杂形势和医药

行业发展新趋势，实现了稳健有质量的发展。 

（一）整体经营业绩稳步增长，资产规模扩大 

 2019年上半年，公司紧紧把握行业发展机遇，发挥集团化企业优势，终端网络趋于完善并实现区域终端业务的快速发

展，同时进一步加大零售药房等非招标市场业务拓展，通过提质增效，有效落实各项经营管理计划。 

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17.99亿元，同比增长16.86%；利润总额28,885.57

万元，同比增长80.23%；净利润21,613.77万元，同比增长85.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733.68万元，同比增长

95.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090.39万元，同比增长43.38%。截至2019年6月底，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0.02亿元，同比增长7.66% ；公司总资产115.52亿元，同比上升28.4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0.08% ，

同比上升4.33%。 

（二）营销网络布局稳居浙江龙头，终端零售业务持续稳健增长 

2019年，公司积极顺应浙江省全面实施的分级诊疗与医共体建设试点等政策，推动网络下沉，通过母子公司协同，加快

医共体等基层医疗业务发展，实现药品业务稳定增长。通过推进集团战略采购、运营管理一体化，公司招标市场品种满足率

提高至90%以上，药品供应保障能力保持浙江省龙头地位。2019年，公司下游批发客户突破16000余家，配送终端30000余个。 

公司抓住医院处方外流、慢性病连续处方外配的市场机会，成为浙江省医保慢性病药品首批第三方配送服务合作方。积

极实施医药批零一体化战略，通过开设DTP、院内（边）店、社区店、诊疗店等多业态门店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实现分销业

务的有效延伸和持续布局全省终端网络，截至2019年6月底，公司共拥有各类型线下门店130余家。创新服务模式，承接医院

处方外流，搭建公司与全省各大医院、供应商、基金会的合作平台，引进高质量DTP品种超过100个，为患者提供更丰富的

产品和更专业药事服务。 

（三）资本运作取得成效，上市公司首次实施现金分红 

上半年，公司完成与嘉信医药、建东伟业（后更名“英特建东”）的股权合作协议签订，相关管理对接及经营整合工作正

按计划有序推进。报告期内英特集团通过收购、新设方式新增成员企业6家，客户资源及品种资源均实现了有效拓展，为公

司进一步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有序推进。7月18日，公司向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定向增发的41,489,989股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4.67亿元。此次再融资将进一步充实公司经营发展资本，优化资本结构，降

低资产负债率，为主营业务的快速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同时，此次再融资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华润医药商业为全国性医药商业

龙头企业之一，连续多年位列行业前三甲，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强化战略协同，实现优势互补。此次再融资一并解决

了上市公司多年未能分红的历史遗留问题。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首次现金分红，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30元（含税），分红

金额2696.85万元，树立了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 

（四）加快实施“互联网+医药流通”，完善多仓运营的物流网络 

为适应营销网络下沉和零售终端的全省布局，加快了现代物流和信息技术的应用，通过多仓运营，实现中心库联动运营、

属地就近配送模式，不断缓解库存管理压力，提高了配送响应效率和客户的服务满意度。稳步推进物流信息系统升级工程，

金华、温州、宁波中心库均已完成新版物流信息系统上线，物流公共服务平台不断优化升级，物流一体化运营不断发展，行

业影响力不断提升。绍兴上虞物流基地（绍兴医药产业中心项目）正稳步推进，主体结构将在下半年竣工。 

（五）完善QHSE标准化体系，明确主体责任强化监管落实 

上半年，公司围绕体系建设、标准化建设以及基础保障能力建设等方面开展质量安全管理工作，通过召开“年度安全工

作会议”、签订“QHSE与节能减排责任书”、组织召开“质量沟通会”、承办“省国贸集团安全月”启动仪式、开展安全检查与质

量内审等工作，落实QHSE主体责任，强化各板块安全合规意识，明确任务目标及考核机制，形成体系化监管网络。 

（六）坚持党建引领，夯实组织基础，凝聚公司力量 

上半年，英特集团党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中央、浙江省委、上级单位的统一部署，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高标准、高质量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明确八大攻坚

行动，制定34项配套计划，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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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统筹部署开展各类党工团和文化活动，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英特旋律”。

坚持党建带团建，组织第六届青年发展论坛、悦享会读书沙龙、青年篮球赛等活动，不断激发青年爱国爱岗热情，强化创新

创业氛围；坚持党建带工建，公司工会持续开展“员工关怀关爱”活动，在高温夏日为一线员工送清凉，有序组织员工进行疗

休养，共同打造健康幸福英特职场。 

（七）履行社会公民职责，提升企业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 

作为浙江省省级医药重点储备单位，英特积极做好战略储备药品的保障供应，体现了“英特速度”和“英特担当”。公司助

力脱贫攻坚战略，开展对张村乡的扶贫捐款活动；对接浙江江山张村乡、贵州黎平等地精准扶贫项目，公司领导多次前往当

地开展扶贫调研，进行专项对接，共同开发药材资源带动当地中药产业健康发展，今年1月份公司分别收到来自浙江省江山

市张村乡、贵州省黎平县的感谢信；英特还涌现了“高铁救死扶伤”、“无偿献血彰显大爱”等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彰显了英

特践行“爱与健康的使者”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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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及影响 

1、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①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等。 

②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将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研发费用”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该项目应根据“投资收益”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号填列。 

③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④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

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影响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

股东权益等相关财务指标。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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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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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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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宁波英特怡年药房有限公司 收购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影响不大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影响不大 

浙江嘉信元达物流有限公司 收购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影响不大 

浙江嘉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收购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影响不大 

浙江英特建东药业有限公司  收购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影响不大 

浙江英特药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设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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