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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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中恒集团

董事会秘书
王锋
0774-3939128
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1号
wangfengpku@163.com

股票代码
600252

变更前股票简称
梧州中恒

证券事务代表
童依虹
0774-3939128
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1号
zh600252@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7,498,973,414.81
6,111,321,980.45
本报告期
（1-6月）
361,001,600.16
1,813,991,544.01
363,341,416.28

7,239,743,402.09
5,926,294,876.28

374,640,550.48
1,511,176,007.30
337,011,085.31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3.58
3.1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3.64
20.04
7.81

290,152,030.80

259,177,707.30

11.95

5.93
0.1046
0.1046

5.91
0.0970
0.0970

增加0.02个百分点
7.84
7.8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

上年度末

上年同期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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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深圳市合生堂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钟振鑫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
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0,63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
持股
股东性质 比例
数量
(%)
国有法人 23.65 821,887,009
未知
4.74 164,601,732
境内非国
2.02
70,069,162
有法人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0

质押
未知

0

未知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未知

1.46

50,873,400

0

未知

未知

0.73

25,335,000

0

未知

未知

0.73

25,335,000

0

未知

未知

0.73

25,335,000

0

未知

未知

0.73

25,335,000

0

未知

未知

0.73

25,335,000

0

未知

未知

0.73

25,335,000

0

未知

未知

0.73

25,335,000

0

未知

未知

0.73

25,335,000

0

未知

未知

0.73

25,335,000

0

未知

未知

0.73

25,335,000

0

未知

未知

0.61

21,037,866

0

未知

未知

0.55

19,039,199

0

未知

未知

0.51

17,786,000

0

未知

未知

0.43

14,942,265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356,548,993

0.38
13,189,252
0 未知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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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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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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国家继续出台了多项政策，相关政策在医疗器械、医疗健康、医保、监管等层
面全面覆盖。出台政策之密集、政策影响之广泛、执行力度之强，使得我国医药健康领域沿着深
化医改这一主线继续推进。在优化药品结构、降低药品价格、缩短流通渠道、加大监管力度等因
素的综合作用下，药企加快转型升级、提升产品技术含量、构建专业的经营模式显得越发重要；
另外，《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的颁布，再次明确了国家发展中医药的决心，提出了针
对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重大疾病的防控，对于中医药传出了新的发
展信号。
中恒集团积极探索企业的发展路径，围绕“产融投”发展战略，勇当自治区“强龙头，补链
条，聚集群”战略的实践者，优化经营管理、推动科技创新、加快企业战略转型，促使企业从生
产型向研发型转变、从产品经营向资本相结合。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2019 年上半年，中恒集团在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下，业绩实现较大增长。中恒集团实现营业
收入 181,39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04%，利润总额 43,405 万元，同比增长 16.53%，制药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172,50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48%，利润总额 37,391 万元，同比增长 18.78%。
双钱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1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73%，利润总额 867 万元，同比增长
127.56%。中恒集团荣获 “2019 广西企业 100 强”
、“2019 广西制造业企业 50 强”等奖项。报告
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一、紧跟政策、学术驱动营销
制药公司及时掌握各地最新政策信息，洞悉市场行情，积极调整策略，提升公共事务关系，
提高产品的知名度；通过搭建与专家的沟通平台等措施；布局合理有效运营模式，不断提升终端
产品销售力，形成特色产品线和渠道品牌，助力中华跌打丸系列产品的体验推广，实现销量增长；
继续完善重点产品学术支持体系，从医学策略、医学工具、医学项目等多方面给予产品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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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支持。
双钱公司继续做大做深龟苓系列产品，梳理产品定位，立足不同区域市场制定差异化的营销
策略。通过现代零售渠道与传统渠道并存的模式，稳步提升传统终端销量，同时，为了加强创新
营销力度，提升品牌影响力，在销售旺季开展了多地多场试吃品尝活动，加大已建立的连锁商超
直供渠道的维护及上量，提高现有渠道的渗透力；龟苓膏品牌直营店走出梧州，面向全国，南宁、
桂林作为双钱扎根两广的首选城市，现桂林东西巷店已开业；另外，通过电商渠道撬动全国市场
的扩展，配合国家传统佳节及电商促销活动，助力线上营销取得量的突破。
二、研发大平台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
为进一步做强做大中恒集团，整合研发资源，创建更多研发平台，提升研发实力，公司以坚
持创新发展、坚持市场导向、坚持产学研联动为原则，设立研发大平台，整合中科院、北京大学、
四川大学、中医科学院等高等院校和研发机构资源，全力打造药品食品研发大平台，促进公司整
体研发水平的提升。
制药公司扎实开展血栓通临床研究，充实产品在学术推广中所需的证据链，延长产品生命周
期；同时对于药品创新研究不放松，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一类新药（SKLB677）研究、中药经典名
方的药学研究等项目也在有序进行。报告期内获得 10 件发明专利授权并取得专利证书。双钱公司
以消费者为导向，根据市场的需求，针对龟苓膏以及双钱饮品系列进行持续的工艺改进，并研制
了不同口味的产品。
三、以智能制造引领中药现代化
公司一方面加强生产质量的过程监控，一方面积极落实节能减耗目标，以良好的管理，实现
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公司开展了“全员排隐患” “双重预防机制及消防知识竞赛”、公众开放日
等活动，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制药公司积极优化生产工艺，通过组织技术力量深入探讨、统筹协
调，促使产品生产向精品生产发展。重新制订物耗指标、制订车间部门水电用量考核指标，鼓励
部门在节水节电、重复利用、节约原材料、减少污染、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方面集思
广益，增强员工的节能减排意识；双钱公司生产能耗方面连年下降，为净利润的增长提供了保障。
“制药新基地三期（粉针剂车间〔三期〕”的生产线设备调试已完成，进入验证阶段。新车间
利用自动化、信息化、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现药品生产从原料到仓储全流程环节的定制化、智
能化密闭自动转运，实现生产过程的无菌保障，为打造广西医药制造现代化生产的标杆企业奠定
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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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展项目渠道来源，推进资本运作工作
公司资本运作的能力和投入强度不断加大，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并购工作领导小组、尽调
工作小组，围绕重点关注领域、重点业务层面多渠道、多管线寻求并购投资标的。公司通过与医
健领域的专业投资机构、中介咨询、行业商会、大股东资源等渠道，积极推进业务交流，带动投
资机会拓展；收集、筛选和分析大量医药大健康领域的项目；夯实投后管理，做好基金规范化运
营等工作。
五、建立健全业务风险评审机制，全面履行风险防控工作
公司重点开展各项制度梳理汇编工作，根据发展需要组织各部门修订现有制度，确保制度能
有效指导工作开展；组织招标和非招标项目，建立健全业务风险评审机制；成立业务风险评审委
员会，逐步实现经营全过程有效监管；加强成本与预算管控力度，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六、依托人才战略，提供坚实人力保障
公司秉承“树正气、聚人才、干事业”的理念，稳步抓好招聘、薪酬、绩效以及培训工作不
放松，提升员工福利，不断提高人才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增强企业人才的向心力、凝聚力，为公
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保障。为提升集团战略系统规划和资源整合能力，公司引入专业管理咨询
公司开展关于“组织、岗位及激励体系优化”的管理咨询项目，对薪酬组织架构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深入评估诊断，并提出了相应专业解决方案，有利于公司整体管理体系的规范化，增强
企业管控能力。
七、党建引领，廉政建设，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公司紧紧围绕“党建引领、工作融合、互助共赢”的工作思路，统筹推进“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学习教育、党员发展等各项中心工作，运用创新工作方法，强化党员管理和党员培训工作，
狠抓工作落实。同时，坚持以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
责任，扎实推进执纪监督问责和“1+N 监督闭环体系”建设等工作，将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推向深
入。
下一阶段，公司将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加强成本费用管理，提升发展质
量与效益；加强公司组织与制度建设，为企业提速增效作保障；致力于传统产品的转型升级，推
动产品品牌创新；狠抓风险防控和安全环保工作，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积极探索企业发展
新路径，以研发创新寻找新突破口，以投资并购培育新增长点，全力打造大健康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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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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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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焦明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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