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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58           证券简称：华通医药            公告编号：2020-050 号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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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通医药 股票代码 00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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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鼎 曾琳 

办公地址 绍兴市柯桥区轻纺城大道 1605 号 绍兴市柯桥区轻纺城大道 1605 号 

电话 电话：0575-85565978 电话：0575-85565978 

电子信箱 电子信箱：jinding@znjtgf.com 电子信箱：zl@znjt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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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382,298.37 827,872,935.60 -1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99,771.46 19,286,617.71 -4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700,380.50 16,074,370.75 -45.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771,868.72 -14,409,365.04 702.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9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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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9 -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 3.07%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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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816,809.35 1,560,089,581.05 -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9,809,701.01 666,485,070.3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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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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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绍兴华

通商贸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23% 55,125,000 0 质押 32,334,256 

钱木水 境内自然人 9.60% 20,172,750 15,129,562 质押 1,565,744 

浙江大熊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伽利

略壹号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3.84% 8,078,427 0   

沈剑巢 境内自然人 3.46% 7,262,650 0   

朱国良 境内自然人 2.94% 6,180,000 0   

周志法 境内自然人 1.09% 2,286,412 0   

叶纪江 境内自然人 0.58% 1,226,875 0   

孙岩溪 境内自然人 0.58% 1,225,725 0   

倪赤杭 境内自然人 0.57% 1,190,000 0   

陈培炎 境内自然人 0.57% 1,19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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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通

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

司债券 

华通转债 128040 
2018 年 06 月 14

日 

2024 年 06 月 13

日 
22,230.94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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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9% 57.23%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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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3.95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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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公司的经营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医院就诊人数下降，用药需求减少，连锁门店消

费人数减少，商品配送困难等等因素一度影响了公司正常的经营。面对困难，公司始终以“发展医药、保障健康”为使命，一

方面主动承担起区域内老百姓用药、防护等抗疫社会责任，一方面又在经营上以“质量、服务”为抓手，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上下一心，共渡难关，努力推动公司各项业务稳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98,382,298.37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15.64%；实现营业利润15,099,906.0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6.55%；实现利润总额12,269,563.1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6.2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99,771.4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7.63%。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的经营管理工作如下： 

1、药品批发业务 

报告期内，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医疗机构就诊人数减少，用药需求减少，公司的药品批发配送业务受到影响。根

据现实面临的情况，公司调整应对措施，积极适应新环境，主动承担保障药品供应和质量安全的社会责任，切实加强与上游

生产厂家和与下游客户的深度合作，努力在经营各环节提质增效，促进药品批发业务稳固发展。 

2、药品零售业务 

根据行业政策及特点，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一方面加快网点扩张布局，扩大零售服务区域，实现药品零

售业务在空间上的拓展。另一方面根据现有门店的实际经营情况，对于发展前景良好的门店进行升级改造，加大在硬件及人

力上的投入；对于效益不佳的门店通过迁址和优化人员结构等措施进行调整或控制经营规模。 

3、药品生产销售业务 

在生产方面，始终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完善生产工艺，严格操作流程，加强质量检查考核，防范生产各环节的差错；

在业务拓展方面，继续推进各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的招标工作及中标后的后续服务工作；在产品研发方面，密切关注相关的国

家政策动向，全面加强与科研单位、中医医疗机构的合作，着力推进经典名方及药食同源保健食品的研制进程，拓展产业链。 

4、实施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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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转债顺利发行，为公司重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报告期内，公司扎实推进年产10000吨中药饮片扩建项

目和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的建设，根据要求合理有效使用资金，规范项目资金审批手续，确保项目建设安全、规范、有序推进。 

5、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相关部门及人员在中介机构的指导下扎实开展相关工作，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交易

所的要求积极做好协调、反馈、回复及信息披露工作。2020年6月11日，公司本次重组事项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委员会审核获无条件通过，2020年6月30日，公司本次重组事项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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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汪路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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