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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3                  证券简称：丰原药业          公告编号：2019-036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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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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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0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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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 张群山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6 号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6 号 

电话 0551--64846018 0551--64846153 

电子信箱 xlyyzj@163.com xlyyzj@so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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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7,862,608.43 1,475,406,963.27 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566,642.63 38,081,139.34 4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9,601,012.65 37,222,032.48 6.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896,021.10 27,332,075.25 13.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12 0.1201 5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12 0.1201 5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3% 3.02%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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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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1,654,175.06 3,007,997,786.47 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04,954,397.81 1,288,675,703.47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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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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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无为制药厂 国有法人 11.48% 35,842,137    

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 国有法人 8.18% 25,521,900    

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 国有法人 5.86% 18,286,558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 9,332,03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4% 7,000,00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2% 6,000,000    

谭益洋 境内自然人 1.01% 3,150,000    

李若霜 境内自然人 0.88% 2,745,020    

余建华 境内自然人 0.54% 1,675,9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中证淘金大数据 100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1,586,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上述公司股东中，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无为制

药厂、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和安徽省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安徽省无为制药厂通过海通

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842,137 股；安徽省马鞍

山生物化学制药厂通过安信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18,286,558 股；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通过中泰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521,900 股；李若霜通过东方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745,02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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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6,786.2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27%；实现营业利润7,990.5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3%；实现利润总额8,072.0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11%；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56.6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8.5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3,960.1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39%。 

（2）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3）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药品生产制造 870,582,673.47 459,629,755.87 

 

47.20% 

 
10.03% 8.92% 0.53% 

药品零售流通 668,852,977.57 530,349,446.55 20.71% 1.87% 2.04% -0.13% 

分产品 

生物药及制剂 86,821,245.87 63,065,910.53 27.36% 21.34% 46.81% -12.60% 

化学合成药及制剂 755,275,162.70 373,857,915.25 

 
50.50% 8.71% 4.16% 2.16% 

中药及制剂 28,486,264.90 22,705,930.09 20.29% 14.36% 13.05% 0.92% 

药品零售 240,103,926.04 164,084,668.08 31.66% 3.67% 3.85% -0.12% 

药品批发 428,749,051.53 366,264,778.47 14.57% 0.89% 1.25% -0.31% 

分地区 

安徽省内 730,437,193.15 510,030,832.58 30.17% -4.98% -3.83% -0.84% 

安徽省外 808,998,457.89 479,948,369.84 40.67% 19.13% 16.66%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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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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会〔2019〕6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将根据财会〔2019〕6 号附件1和附件2的要

求进行相应调整，主要变动内容如下：  

将资产负债表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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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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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项目”、“交易性金融负债”，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长期应付职工薪酬”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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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信用减

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项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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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本”项目的填列口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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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

相关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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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