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538                                公司简称：国发股份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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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发股份 60053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勇 黎莉萍 

电话 0779-3200619 0779-3200619 

办公地址 广西北海市北部湾中路3号 广西北海市北部湾中路3号 

电子信箱 securities@gofar.com.cn securities@gofa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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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435,874.15 763,381,653.94 -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2,817,423.38 637,564,339.77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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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694.69 -9,963,102.58  

营业收入 111,997,022.37 102,741,224.12 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46,916.39 -5,469,38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827,029.89 -9,666,533.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0.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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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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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朱蓉娟 境内自然人 28.46 132,160,542  质押 88,190,000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88 27,328,371  质押 27,300,000 

彭韬 境内自然人 4.85 22,514,600  质押 22,510,000 

姚芳媛 境内自然人 4.52 21,000,000  质押 13,855,000 

北海市路港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7 19,353,064  无  

潘利斌 境内自然人 4.02 18,651,700  质押 12,500,000 

王全芝 境内自然人 1.22 5,677,194  无  

杨丽 境内自然人 1.21 5,635,201  无  

秦浩 境内自然人 1.15 5,355,000  无  

黄薇 境内自然人 0.66 3,070,401  无  

上述

股东

关联

关系

或一

致行

动的

说明 

①朱蓉娟女士持有的公司 8,819万股流通股、彭韬先生持有的公司 2,251万股流通股、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2,730万股流通股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12日、2019年 6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披露的公告。 

②截至 2019 年 6月 30日，姚芳媛持有公司 2,100万股股份，其中 1,385.5万股质押

给北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③截至 2019 年 8月 22日，潘利斌先生持有公司 18,390,2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3.96%；其中 1,492万股股份质押给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业务。 

④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公司前 10名股东中，朱蓉娟与彭韬是夫妻关系；朱

蓉娟、彭韬、潘利斌通过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的股份；朱蓉娟、姚芳媛分别持有南宁市东方之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65%、16%的股

份。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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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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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医改工作继续按照既定的政策框架和目标持续推进，在“两票制”

推行、“4+7 带量采购”试点启动、分级诊疗加快推进基础上，在 2019 年推出了药品价格联动机

制、药品集团化采购模式（GPO）等药价改革新模式，按病种付费（DRGs）在全国 30 个城市开展

试点，医用耗材改革方案推出，医保目录调整，进一步推动药价的理性回归，行业竞争加剧。随

着二胎放开、社会老龄化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强力驱动，居民对健康消费需求的提升，医药产

品和服务的刚性需求依然强劲，中国医药市场规模稳步增长。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公司制订的 2019 年经营目标和重点工作要求，持续发展核心

产业，夯实各项基础能力，努力实现公司健康、稳定发展，报告期，公司各项经营情况总体稳定，

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运营管理无重大变化。 

2019年 3月 12日，公司收到北海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北）登记企

销字[2019]第 176 号，准予本公司的分公司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国发大酒店注销

登记，国发大酒店的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全部办理完毕。 

由于医疗设备配置证相关政策变化等原因导致双方合作模式进行相应调整，北京香雅与重庆

三博医院于 2019年 4月 19 日签署了《医疗设备采购合同》和《关于重庆三博江陵医院伽玛刀放

疗中心之技术服务协议》。原《设备租赁合同》和《设备技术服务、维护保养协议书》协议终止。 

2019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199.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01%。收入增长主要

系公司医药流通业务增加所致。 

2019年上半年，公司面对行业政策变化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实际，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充分发

挥公司在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北部湾地区医药流通市场的区位优势及自身现代物流和批零一体

化的渠道优势，深化上、下游产业链的融合，努力扩大经营药品品种的规模，进一步完善业务网

格化布局，持续加强在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北部湾地区的城市布局设点，在充分稳固核心市场

的同时加强县乡基层市场覆盖，保持并加强对终端渠道的控制力度，通过医院供应链延伸服务、

器械耗材 SPD 项目等拓展配套增值服务，进一步密切与医疗机构等大客户的合作关系，稳步提升

公司的市场份额。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4.69 万元。报告期亏损的主要原

因是： 

1、分公司国发海洋生物制药厂销售未达预计目标，报告期发生经营亏损； 

2、北京香雅与重庆三博医院由于医疗设备配置证相关政策变化等原因导致双方合作模式改

变，且由于新业务尚处于市场拓展期，报告期发生经营亏损； 

3、深圳研发公司主要为公司寻找、收集医药等相关产业的研发项目信息及行业最新发展动态，



并对相关项目进行考察，为公司决策提供参考，报告期产生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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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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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