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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0                           证券简称：华神科技                           公告编号：2020-38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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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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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神科技 股票代码 00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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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明良  

办公地址 成都高新区（西区）蜀新大道 1168 号  

电话 028-66616680  

电子信箱 huangmingliang@huasung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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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73,442.44 342,405,515.66 -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550,767.77 36,854,376.19 -3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5,803,802.83 36,652,117.52 -2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62,117.57 19,736,004.58 -185.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6 0.0598 -38.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6 0.0598 -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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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1% 4.32%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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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249,285.74 1,138,495,537.52 -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7,098,032.61 880,710,870.48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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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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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神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08% 111,431,281 111,431,281 

质押 111,400,000 

冻结 101,301,165 

王安全 境内自然人 5.00% 30,818,113 30,818,113 质押 30,800,000 

丁书干 境内自然人 1.39% 8,580,000    

赵顺斌 境内自然人 1.16% 7,131,960    

林洁君 境内自然人 0.96% 5,929,400    

黄益中 境内自然人 0.90% 5,570,000    

胡贵平 境内自然人 0.69% 4,249,950    

何伦虎 境内自然人 0.69% 4,242,696    

姚旭 境内自然人 0.62% 3,821,500    

余浩鑫 境内自然人 0.62% 3,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安全于 2020 年 3 月 8 日签署《授权委托书》，根据《关于成都泰合健康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王安全持有的公司 30,818,113 股股份作为交易标的应当转让

至成都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因该股权尚处于办理转让中，王安全不可撤销的授

权成都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办理转让期间代为行使股东权利直至办理转让完成。成

都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上述

其余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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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黄明良、欧阳萍 

变更日期 2020 年 04 月 10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

rgId=gssz0000790&stockCode=000790&announcementId=12

07490390&announcementTime=2020-04-14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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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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掠全球，对各国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对医药行业的发展带

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医药制造企业面临物流受阻、原材料短缺、复工复产等诸多难题。另一方

面，全民抗疫、常态化防控，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医疗卫生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医药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的深度和广度参与，助力抗疫，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获得了医疗人员及人民

群众的充分认可。重新彰显了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和价值，为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契机。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方面,医药制造业务和建筑钢结构业务呈现此消彼涨，整体实现营业收入31,227.34万元，同比小

幅下滑8.8%。其中，医药制造业务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医院科室停诊，患者就医延迟，导致公司抗真菌类和耳鼻喉科类产

品销售受到一定影响，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1.91%。建筑钢结构业务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310.6%，主要因为自2019

年以来，建筑钢结构业务加强市场拓展，项目承揽量大幅上升，本报告期积极推进项目实施，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5.08万元，同比下降38.81%，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现净利润2,580.38

万元，同比下降29.6%，主要系：一方面受各分子公司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营业收入占比变化影响，报告期整体毛利率同比

降低8.9%，同时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1.91%，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减少；另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充分调动资源助力社会抗疫，公司及各子公司为抗击疫情向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共计534.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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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14 号——收入》（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

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准则，其他境

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准则。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自 2020年 1 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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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

有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成都华神艾草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本报告期与上年

同期相比合并范围较上年度增加子公司成都华神艾草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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