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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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堂 600090 啤酒花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冲 李亚骏 

电话 0991-3687305 0991-3687305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

海路130号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130号 

电子信箱 xjtjtlc@163.com xjtjtly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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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0,262,713.35 8,719,994,436.32 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333,567,600.38 6,063,738,087.30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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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128,042.32 -560,817,618.95 273.52 

营业收入 5,397,454,566.70 5,173,800,332.46 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0,821,413.08 229,065,211.10 1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62,442,565.25 230,066,723.08 14.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370 3.86 增加0.5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0 0.16 1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0 0.16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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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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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3.49 482,194,133 0 质押 482,194,133 

新疆嘉酿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67 110,370,072 0 质押 27,000,000 

深圳盛世建金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17 74,359,364 0 无 0 

新疆盛世信金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33 47,993,740 0 无 0 

武汉卓健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7 37,019,492 0 质押 33,500,000 

北京汇融金控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8 32,848,718 0 无 0 

北京东方国润投资基金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6 29,721,047 0 质押 29,721,047 



广州汇垠健康产业投资基

金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4 29,411,765 0 质押 29,300,000 

西藏天然道健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8 24,170,000 0 无 0 

武汉泰顺和商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53 22,058,82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同济堂控股直接持有本公司 33.49%的股份、通过

一致行动人卓健投资持有本公司 2.57%的股份、通过德瑞

万丰控制的嘉酿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 7.67%的股份，合计

持有本公司 43.73%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2、新

疆盛世信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深圳盛世建

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本公司 8.50%的股份。3、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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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 

同济堂医药有限

公司 2018 年第一

期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品种一） 

18同济01 143603 2018 年 4 月 23 日 2021 年 4 月 25 日 2.2 7.80 

同济堂医药有限

公司 2018 年第一

期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品种二） 

18同济02 143604 2018 年 4 月 23 日 2021 年 4 月 25 日 2 7.8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29.69 28.0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2.76 22.03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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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新常态下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市场竞争加剧的环境，公司积极寻求

转型升级的战略路径，不断探索医药供应链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跨界融合的业务和服务模式，在发

展过程中不断调整结构、转型升级，践行“供给侧”经营服务模式创新，完善医药供应链管理体

系，加快兼并重组步伐、进一步提升行业集中度和流通效率，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药品

流通行业在服务医疗卫生与全民健康事业中的功能作用。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管理层及全体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各

项基础工作顺利推进，公司实现收入 539,745.46万元，同比增长 4.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082.14 万元，同比增长 18.23%。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 539,745.46 万元，同比增长 4.32%；其中“医药批发业务、

零售配送业务、非药品销售业务”三大业务实现收入 537,160.5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99%，

占公司本期总营业收入的 99.52%，具体变化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金额 

分类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率

（%） 

主营收入

（医药） 

医药批发业务 458,298.57 448,466.15 2.19 

零售配送业务 73,786.04 56,909.32 29.66 

非药品销售业务 5,075.93 11,182.04 -54.61 

小计 537,160.54 516,557.51 3.99 

其他收入 租金及其他 2,584.91 822.52 214.27 

合计 539,745.46 517,380.03 4.32 

随着国内两票制全面落地，为顺应两票制政策要求，众多厂家、医疗机构也纷纷按品种重新

遴选有实力的药品配送商。公司凭借良好的终端网络优势及资金优势，获得更多的厂家品种配送

权，同时公司加快布局三线物流体系，把握医疗卫生体制带来的行业整合机遇，市场范围持续扩

大，2019年上半年，实现医药批发业务收入 458,298.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9%，从而实现

公司业务收入的稳定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082.14 万元，同比增长 18.23%，

净利润变化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金额 

分类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率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率

（%） 

医药经营业务利

润（同济堂医药） 
28,296.61 24,650.17 14.79 27,459.14 24,606.83 11.59 

非医药经营业务

利润 
-1,214.47 -1,743.65 30.35 -1,214.88 -1,600.16 24.08 

公司合并利润 27,082.14 22,906.52 18.23 26,244.26 23,006.67 14.07 

公司“医药批发业务、零售配送业务、非药品销售业务”三大业务所属经营板块同济堂医药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7,082.1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2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6,244.26 万元，同比增长 14.07%），与上年同期对比，医药主

营业务利润与收入实现同步增长。 

公司持续推进“三线一带”发展战略，积极谋求创新发展，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长期发

展潜力，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与上游供应商的密切合作，持续优化经营品种 

报告期内，在“两票制”等政策环境持续推动下，公司充分利用现有三级物流网络优势，通

过优质高效的服务以及较高的医疗机构、终端市场控制能力及连锁药店、商业公司等渠道优势获

得更多上游供应商资源，保持与上游供应商的良好合作关系，提升公司在代理级别、代理品种上

的优势，在充分稳定优质分销商及医疗机构等终端客户网络的基础上开展各类增值服务，推进供

应链延伸服务项目，同时积极拓展零售连锁终端，以终端覆盖优势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议价

能力。 

2、创新商业模式，创造增值空间 

公司积极创新商业模式，加快向医药供应链服务商转型发展，逐步建立以“服务供应链”管

理为核心的新商业模式，充分发挥公司所属各区域医药物流企业在商品流、物流、信息流、资金

流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商品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四流”融合，提升物流中心运载能力

和订单处理效率的同时注重物流与采购、销售、财务、质控等环节的协同运作。进一步优化内部

供应链集成管理，快速实现从依靠进销差价盈利的批发配送商向以服务收费为主的供应链服务商

转型，同时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以管理提升为契机，挖掘市场潜力，拓展市场广度和深

度，促进物流保障和信息化体系建设有序推进，运用供应链思维、平台思维、全局思维、共享理

念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加快向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高端服务延伸，利用自身在价值链

中的优势积极开展增值服务，提升公司整体的销售额和利润空间。 

3、积极应用“互联网+大数据”，提升药事服务能力 

随着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公司持续以大数据作为提升药品流通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更加注

重多方协作，利用互联网思维，借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工具，加快公司由传统药品配送商向提供



医药商品、健康产品、专业药学服务和大健康管理的综合服务提供商转型升级，与医疗机构和零

售药店建立更深入的服务关系和分工协作模式，创造独特的增量价值。加强数据挖掘，向大健康

产业延伸，向智慧型现代医药服务商转型。利用“互联网+”的手段，以大数据与云计算为抓手，

补齐药品流通行业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领域的短板，提升药事服务能力，充分发挥药品流通在

医药保障机制中的重要作用。 

4、进一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在国家整体重视信用建设的大背景下，公司进一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健全诚信管理机制和

制度，共同规范行业流通秩序。在加强创新引领转型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合规经营与品牌发展，

营造优良信用环境，提升整体竞争力。企业在市场经营中进一步提升了对药品质量责任、渠道安

全责任、供应保障能力的重视，更加注重自身基础建设及内涵式增长，共同改善市场诚信环境。

通过不断创新经营模式、健全内部管理制度等举措，规范企业经营行为，逐步提升服务竞争力和

品牌影响力，提高整体发展水平，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目前，医药流通行业整体发展增速放缓，由以前的高速增长转变成中低速增长，行业竞争日

趋激烈。公司经营团队始终如一的贯彻同济堂特色的“价格低、质量优、品种齐、配送快、服务

好”的服务宣言，通过提供优质的配送服务、开展供应链延伸项目等增值服务保持公司与重点供

应商、分销客户及医疗机构客户等的良好合作关系。批发分销及医疗机构销售业务盈利能力和零

售业务销售规模均保持稳定良好的增长。药品经营品规及优势品种更加丰富，供应更加稳定充足，

配送服务效率和准确度更高，在保证品种齐全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品种结构。 

5、全面加强综合管理，提升企业风险防范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组织架构体系，明确决策权限，规范公司运作。同时加强独立董

事、监事会对公司的有效监督。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和更新企业内部业务管理

制度，规范操作程序，建立有效、顺畅的管理流程，打造立体式质量安全防范体系，提高企业发

现和降低质量安全风险的能力，规范项目管理和监督机制。此外公司持续加强对财务风险、投资

风险及其他经营风险的控制，加强全面预算管理，继续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强化资产管理，加

强应收款项回收及销售费用支出控制管理，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确保公司合规经营。 

1. 抓好党建创新创效，打造党建工作品牌 

公司党组织与时俱进，以服务经济为中心，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护航与助力企业年度目标的实现。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不仅在战略、经营等公司经济发展层面

做好工作，同时全力配合协调公司各级党组织做好党建工作，切实把握好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创新

的特点与规律，以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为目标，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积极探索在民营企业

中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方法，找准党组织功能优势和现代企业制度和体制优势的

“结合点”。公司党组织、公司董事会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内涵，结合公司

实际，重点抓好基层党支部建设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作为民营企业党组织，积极探索在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营企业中发挥党组织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形成了规范有序、作用



有为、执行有力的同济堂党建工作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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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详见同济堂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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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