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10                            证券简称：华仁药业               公告编号：2019-080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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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仁药业 股票代码 3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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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聪 蔡艳艳 

办公地址 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株洲路 187 号 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株洲路 187 号 

电话 0532-58070788 0532-58070788 

电子信箱 huaren@qdhuaren.com huaren@qdhuaren.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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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838,648.71 650,579,239.95 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965,209.42 16,408,853.38 -2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3,095,353.73 12,200,183.68 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395,384.66 127,133,674.25 -65.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0 0.0147 -25.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0 0.0147 -25.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0.84%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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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6,514,215.00 3,150,370,411.24 -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93,757,505.16 2,180,792,295.74 0.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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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永裕恒丰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92% 199,992,200 0 质押 178,431,693 

华仁世纪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48% 171,222,666 0 质押 122,350,000 

永裕恒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74% 115,170,220 0 质押 102,190,400 

红塔创新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32% 110,181,481 0   

鹏华资产－浦

发银行－鹏华

资产方圆 5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7% 12,634,480 0   

鹏华资产－浦

发银行－鹏华

资产方圆 6 号

其他 0.75% 8,832,400 0   



资产管理计划 

王相国 境内自然人 0.46% 5,416,480    

胡贝贝 境内自然人 0.39% 4,581,859    

梁富友 境内自然人 0.36% 4,294,846    

陈金秀 境内自然人 0.26% 3,017,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广东永裕恒丰投资有限公司和永裕恒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

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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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2019年7月26日，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西安曲江天授大健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8日、

5月14日、6月27日、6月28日、6月30日、7月9日、7月10日、7月18日及7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变更的相关公告。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2019 年 7 月 26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5月 8日、5月 14日、6

月 27日、6月 28日、6月 30日、7 月 9 日、7 月 10 日、7 月 18 日及 7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变更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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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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医疗器械业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经营模式 

公司专注于医药健康产业，主要从事非PVC软袋大容量制剂（基础性输液、治疗性输液、腹膜透析液）及原料药、配套

医药包材、医疗器械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拥有专业的非PVC软袋输液单体生产工厂，具备垂直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布

局。 

1.输液业务 

公司自设立以来专注于非PVC软袋大输液的研发与制造，秉承“担当健康所托、生命所系之重任，为人类健康服务”的

企业使命和“质量•生命——肩负生命之托，责任重于泰山 ”的质量安全理念，拥有专业的非PVC软袋输液单体生产工厂，

拥有青岛、日照、武汉三大生产制造基地，产品覆盖基础性输液、治疗性输液（根据功能主要分为血容量扩充、血液滤过、

循环系统、抗感染类等）多品类、多包材形式，输液业务是目前公司规模最大的板块，也是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 

对于输液业务，公司坚持并不断深化差异化营销策略，夯实市场分类分级管理机制，加强战略客户、大客户的开发与管

理，充分发挥华仁输液产品质量及品牌的核心优势，公司采取自主开发和经销代理相结合的模式，加强对优势市场潜力的二

次挖掘，助益市场稳定与开发，提升盈利能力。 

2.腹膜透析液业务 

近几年，公司深耕腹膜透析液业务，致力于为透析患者提供药品与服务等全套解决方案。腹膜透析液主要治疗终末期肾

病（肾功能衰竭，俗称“尿毒症”），是早期透析的最佳选择，能够最大程度保护患者残余肾功能。治疗原理是将腹膜透析液

灌注至人体的腹腔，以人体腹膜为半透膜，腹膜毛细血管与透析液之间进行水和溶质的交换，通过溶质浓度梯度差可使血液

中尿毒物质从透析液中清除，并维持电解质及酸碱平衡，代替了肾脏的部分功能。腹膜透析相对于血液透析，具有以下优势：

腹膜透析是最接近生理状态的治疗方案，有利于保护残余肾功能；腹膜透析对心血管的稳定性好，是伴有心血管疾病、脑血

管疾病、糖尿病以及老年患者首选的透析方式；与血液透析需要一周3、4次往返医院且在医院需医护人员看护下治疗不同，

腹膜透析可在家中由患者自己利用空闲时间进行透析，可以最大程度减轻治疗对患者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提高生存质量。同

时使用腹透治疗更经济，能够减轻医保及患者的经济压力。 

腹膜透析液产品是公司继大输液以来又一大战略性品种，是公司医药领域中长期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于腹膜透析液业务，

公司依托非PVC包材形式以及超滤效果优于市场同类产品的优势，加强学术推广和医患宣贯，扩大市场影响力；通过自主开

发的形式把控终端，增加患者粘性；同时利用分级诊疗和医保政策完善的契机，使销售渠道进一步下沉，提高市场占有率。

基于我国肾病的高发病率、肾透析的市场前景及容量，公司聚焦肾科领域的研发，重点研发腹膜透析系列产品及终末期肾病

并发症治疗药品。 

截至报告期末，腹膜透析业务保持快速增长，将是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的潜力来源。 

    3.商贸器械业务 
商业板块业务由子公司沈阳医药公司和青岛医药公司承接，主要负责当地业务的配送及医院渠道的开拓。 

医疗器械业务由子公司华仁医疗用品和湖北华仁同济承接，华仁医疗用品的医疗器械产品是自主研发、生产并对外招商

代理，主要产品为穿刺器、固定器等用于外科手术能够解放医生双手的一次性高值医疗耗材及碘伏帽等腹膜透析液配套产品；

湖北华仁同济主要为经销代理医药耗材，充分利用渠道资源提高盈利能力。 

（二）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以销售为驱动，围绕释放产能提高市占率展开工作，原有板块各项业务稳步推进，但新布局业务尚属投

入期，暂未产生收益，同时，公司对部分应收款项及库存商品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整体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1亿元，同比

增长9.42%；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296.5万元，同比下降20.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3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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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同比增长7.34%。 

（三）行业情况 

    2019年，医改工作继续按照既定的政策框架和目标持续推进，在医保控费、“4+7带量采购”试点启动、分级诊疗加快推

进基础上，2019年药品价格联动机制、按病种付费（DRGs）试点，医用耗材改革方案推出，医保目录调整在即，进一步推动

药价的理性回归，行业竞争加剧，行业集中度在加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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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变动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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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项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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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项目。 

3、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要求计提的各项

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根据衔接规定，企业应当在 2019年开始按照 2017 年修订的金融工具准则的

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修订后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

进行追溯调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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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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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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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8月7日，青岛华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认缴出资设立药帮（杭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取得杭州市萧山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颁发的91330109MA2CDKAL2B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目前青岛华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持有药

帮（杭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70%的股份，公司对其拥有控制权，自2019年开始经营，故自该公司开始经营之日起纳入合并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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