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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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成大 60073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占洋 刘通 

电话 0411－82512731 0411—82512618 

办公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71号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71号 

电子信箱 lncd@chengda.com.cn liutong@cheng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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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23,384,717.89 35,786,709,457.10 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198,185,155.70 20,270,203,129.02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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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75,619.75 -108,637,054.89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8,946,704,297.46 9,121,971,324.92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54,481,847.67 454,084,335.06 6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10,136,893.01 341,870,581.12 107.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63 2.25 增加1.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932 0.2968 66.1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932 0.2968 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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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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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11.11 169,889,039 0 无 0 

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06 123,273,119 0 质押 123,273,100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18 79,272,774 0 质押 79,227,389 

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25 65,000,000 0 质押 65,000,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沪 

其他 4.18 63,900,116 0 无 0 

前海开源基金－民生银行

－前海开源战略 6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3.66 55,948,532 0 无 0 

前海开源基金－建设银行

－前海开源定增 3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3.26 49,870,000 0 无 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粤财信托·腾鑫 1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25 34,400,078 0 无 0 

广州腾昱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90 29,024,004 0 无 0 

前海开源基金－民生银行

－前海开源战略 7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65 25,266,92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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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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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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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成大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公

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

期） 

18 成大 01 143458.SH 2018-01-26 2023-01-26 300,000,000 6.35 

辽宁成大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公

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

期） 

19 成大 01 155288.SH 2019-04-03 2022-04-08 500,000,00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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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2   39.6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53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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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稳健经营，坚定实施“医药医疗健康产业与金融投资”双轮驱

动的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医药医疗产业发展，总体看，公司经营保持平稳，发展势头良好。报告

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89.47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8.84亿元。 

 1、医药医疗 

（1）生物制药 

成大生物坚持以质量为核心，狠抓生产与质量管理，全力保障市场供应，为缓解市场供需矛

盾、维护国家疫苗安全作出积极贡献。严守质量生命线，进一步完善质量管理体系。顺利通过国

际药品检查合作计划（PIC/S ）再认证，标志着公司质量体系持续获得全球接近 50 个 PIC/S 成

员国的认可，为全力推进 WHO预认证打下坚实基础。 

在销售方面，优化市场营销布局，适时调整营销策略，以保障国内市场销售为主，兼顾国外

重点市场。 

在研发方面，按照研发管线布局，继续充实专业化力量，增加研发投入，按期推进研发工作。

北京研发中心以及本溪生产基地改扩建工作按期推进。 

（2）医药流通 

成大方圆坚持以效益为中心，努力提高运营质量，组织完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提升战略

执行力。零售连锁加强运营管理，不断强化会员管理，经营业绩得到明显提升。努力提高门店运

营质量，持续优化门店网络，不断强化品类管理，加大采购谈判力度，采购成本进一步降低；加

强精细化管理，努力控制各项费用支出。通过精心准备，密切配合，零售连锁一次性通过 GSP 认

证。 

（3）医疗服务 

成大医疗正在进行专科医院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其下属合资公司积极布局二代高通量肿瘤基

因测序领域，并已在东北地区开展业务。 

报告期内，医药医疗板块实现销售收入 22.04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4.23亿元。 

2、金融投资 

（1）广发证券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4亿元，归属公司的投资收益 6.8

亿元。 

（2）中华保险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86亿元，归属公司的投资收益 1.54

亿元。 

3、供应链服务（贸易） 

纺织品出口贸易积极应对出口形势的不利影响，采取有力措施，经营业绩明显改善。大宗商

品贸易高度重视风险防范，以制度流程建设为重点，努力提升管理能力与水平，积极拓展业务，

经营质量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供应链服务（贸易）板块实现销售收入 66.41亿元，利润总额 3,836 万元。 

4、能源开发 

新疆宝明狠抓生产组织管理，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计保证供矿质量，逐步提升油品产量。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环保工作，进一步健全管理体系与相关制度。 

报告期内，能源开发板块实现销售收入 9,515万元，利润总额-18,9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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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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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尚书志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