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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2020-070 

债券代码：112336             债券简称：16 太安债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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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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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安堂 股票代码 00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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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祥（代职）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金园工业区揭阳路28号广

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麒麟园 
 

电话 0754-88116066-188  

电子信箱 t-a-t@163.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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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8,123,816.96 1,784,728,727.93 -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433,196.67 43,207,152.38 -3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710,608.97 23,949,853.85 -119.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3,791,708.81 246,570,700.86 -182.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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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0% 0.83%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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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4,510,798.22 8,804,983,315.85 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46,095,760.45 5,230,371,954.78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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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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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安堂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93% 191,190,110 0 质押 68,050,000 

欧明媚 境内自然人 6.90% 52,900,000 0 质押 52,900,000 

柯少芳 境内自然人 3.89% 29,850,000 22,387,500 质押 21,160,00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5% 5,756,600 0   

李华 境内自然人 0.58% 4,430,000 0   

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3% 4,100,090 0   

冯炳宜 境内自然人 0.50% 3,845,000 0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国投·招商昆

吾一期结构

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44% 3,400,000 0   

吴培侠 境内自然人 0.35% 2,691,900 0   

夏长文 境内自然人 0.28% 2,17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的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柯少芳是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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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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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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东太安

堂药业股

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

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

司债券 

16 太安债 112336 
2016 年 02 月 02

日 

2021 年 02 月 02

日 
90,000 4.9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0.68% 38.69% 1.9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61 3.35 -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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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初至今，全球面临着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目前国外疫情仍处于高峰阶段，预计全球的疫情仍将持续，全球性经

济发展承受巨大压力。中国政府以强有力的领导和一系列惠民措施，成功地抗击了疫情的影响，成为目前全球为数不多战胜

疫情的国家。目前我国经济活动基本恢复正常，经济增长正在逐步恢复。 

在疫情发生时，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应对，提出“转危为机，开创新格局”，在中医药核心产品打造、人才团队打

造、互联网业务拓展、社会责任担当、数字社会打造等五方面下功夫，在战胜疫情的同时，创新和发扬太安堂企业文化，实

现公司生产经营整体平稳运行。  

在疫情防控期间，公司及子公司被国家、广东省列为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及配套企业，公司通过康爱多向湖北疫区捐

赠医用物资，并带头稳定防疫物资价格。康爱多利用其医生、专家资源及慢病会员优势，开展线上公益防疫问诊，慢病问诊

及购药服务，缓解实体医院压力，避免了普通慢病患者在实体医院交叉感染的风险。为国家防疫药品供应做出应有的贡献。 

此次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过程中，中医、中药全程参与此次疫情的防治工作，全程发挥作用，彰显了中医药的特色

和优势。公司的解热消炎胶囊源自古代治瘟疫病经典方，公司将加快以该品种为主的疫情防控相关的中成药品种及抗菌消毒

用品的生产，满足市场需求。  

报告期内，在股东的大力支持和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努力，进一步拓展公司经营，加强医药主

营业务的生产管理和销售拓展，公司经营整体平稳运营。公司在药品生产、营销、产品研发、销售渠道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源，

继续做好中成药药品的生产销售、拓展医药电商创新业务，公司经营布局得到优化，医药电商康爱多销售规模稳定增长，在

行业细分领域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公司以合理布局、持续发展、经营效益为目标，围绕扩大营业规模、生产自动化升级、

渠道资源整合、产品研发创新、销售与市场拓展、加强内控规范、强化社会责任等方面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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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经营规模和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38,123,816.9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21%；实现营业利润42,377,516.30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30.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433,196.67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8.82%。 

2020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与管理的主要情况如下： 

在销售和业务布局方面，公司继续稳固终端销售中自营、渠道代理、商业招商、批发及零售终端和电子商务等几大体系。

优化了医药电商康爱多的产品结构、积极拓展了医药电商创新性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销售管理体系，加强市场拓

展和品牌建设，加强商务招商管理、渠道合作和市场营销，使市场网络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公司继续拓展销售合作联盟建设，

全力拓展销售终端市场；加强商务管理，全面拓展商业渠道合作；迅速拓展医药电商业务，全面构建线上线下终端网络，其

中药妆开创了直播带货新模式。营销体制的改革使公司在产品销售方面不断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完善了有利于调动一线销售

人员积极性的销售政策。在业务拓展和创新方面，康爱多2020年持续在“互联网+药”、“互联网+医”及“互联网+大健康”

版块发力，通过以打造特色化、专业化、差异化的高度垂直的慢病管理服务提供商为精准定位，在自建、第三方平台、O2O

全渠道营销、互联网医院四大板块业务上均取得快速的发展，打通了医院、医生、工业、终端和患者的连接。其中，E+通过

为中小连锁/单体药店赋能的模式，建立了与超过50000家线下药店的合作。 

在产品技术研发方面，公司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充分发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程技术中心的作用，与国家重点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围绕公司重点产品开展相关科研课题研究。报告期内，公司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

开展广东省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项目课题（名优产品麒麟丸二次开发）工作，获得阶段性进展；与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

所合作，开展麒麟丸治疗卵巢功能不全药理学研究，获得阶段性实验研究报告；与暨南大学合作，开展麒麟丸药效活性成分

研究，获得阶段性实验研究报告；自主开展新药蛇脂参黄软膏提升及试验研究项目，开展新药蛇脂参黄软膏的IV期临床研究

工作，项目按计划推进；与北京凯瑞创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经典名方制剂新药开发研究，项目顺利推进；麒麟丸

申报美国FDA临床研究前期准备工作顺利推进；乌金止痛丸大蜜丸变更水蜜丸的研究工作顺利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公司的一种多功能心脏良药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专利顺利获得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 

在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公司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全面严格执行新版GMP标准，提升生产质量管理水平、生

产线自动化水平和生产效率，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部门解决工艺技术难题，工序一次合格率指标稳定提高第二梯队品种在数量和种类上已趋于稳步扩

大的良好态势，心宝丸、宝儿康糖浆、解热消炎胶囊、健脾补血颗粒、产后补丸、滋肾宁神丸、夏桑菊颗粒、长春宝丸等品

种工艺技术标准提升工作取得进展，其中心宝丸、健脾补血颗粒获准列入汕头市金平区科技规划项目，解热消炎胶囊列入汕

头市、广东省防控新冠病毒感染科技攻关应急专项计划。 

在环保与安全方面，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等工作，公司加强防控体系建设，对安全、环保进行

重点管理和监控，积极推动企业节能减排，降低能耗；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加大安全与环保管理及监督力度，强化安全和环

保的日常管理；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环保管理部门的各项规定进行环保自查并持续改进，使公司的环境保护管理水平和效果不

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环保管理符合国家环保部的环保要求。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更是企业取得长足发展的最终力量。企业文化对内是一种凝聚力，对外是一种辐射力。报告期

内太安堂继续推行企业文化建设，建立共同的远景目标和价值观，激发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公司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积极捐助、回馈社会。公司认真履行对员工权益保障，认真保

障企业员工的各项权益，履行企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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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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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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