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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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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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震元 股票代码 0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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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黔莉 蔡国权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稽山街道延安

东路 558号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稽山街道延安

东路 558号 

电话 0575－85144161 0575－85139563 

电子信箱 000705@zjzy.com 000705@zj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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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29,677,137.91 1,611,550,088.62 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020,728.52 47,438,320.60 -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025,772.98 30,310,583.01 18.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292,324.65 -24,313,540.71 -407.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17 0.1420 -7.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17 0.1420 -7.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 2.77% -0.3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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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733,339,137.07 2,701,279,049.18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31,100,973.62 1,741,455,077.20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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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26,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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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震元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93 83,300,474 52,074,960 —— —— 

秋植炜 境内自然人 1.89 6,322,880 0 —— —— 

王美花 境内自然人 1.79 5,980,000 0 —— —— 

王申 境外自然人 1.74 5,808,800 0 —— —— 

深圳市南方鑫泰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南方鑫泰－私募学院菁英 145

号基金 

基金、理财产

品等 
1.54 5,158,869 0 —— —— 

蒋仕波 境内自然人 1.46 4,880,000 0 —— —— 

罗鑫尧 境内自然人 1.42 4,739,004 0 —— —— 

钟依阳 境内自然人 0.98 3,266,000 0 —— —— 

钟永强 境内自然人 0.70 2,325,000 0 —— —— 

季爱琴 境内自然人 0.68 2,2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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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深圳市南方鑫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方鑫泰－私募学院菁英 145号基金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992,869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66,00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5,158,869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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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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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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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21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发展目标，聚焦医药主业，坚持两业并举、

内外共拓，着力补短板、强弱项，畅通企业发展内循环，拓宽外循环市场，进一

步提升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效率和质量，增强盈利能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夯实基

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2,967.7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33%；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02.0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7.2%；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02.58元，同比增长 18.86%。 

1、注重产业协同，巩固提升现有产业。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两业并举的经营

思路，持续推进各产业发展：商业批发全面聚焦营销，加大医院营销力度，积极

引进热销品种，配合供应商开发市场，医院份额有所提升；同时，加强终端市场

持续培育和政策扶持，促进零售终端市场两位数增长。医药工业积极应对集中带

量采购的冲击和挑战，全力参与各省市集采和全国集采，盐酸托烷司琼注射液在

河南省中标，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先后在“六省二区”、“八省（区）”

集采中中标，注射用葛根素在“八省二区”集采中中标，但集采也导致增量不增

额。零售连锁持续推进门店建设，上半年新拓展直营门店 2家，收购个体药店 3

家，拓展加盟店 3家，并注重线上线下有机结合，进一步拓展 O2O业务，与美团、

饿了么平台开展网订店送业务的门店增至 63 家，震元堂微商城访问量激增，线上

销售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健康服务围绕“中医+母婴”，继续推动母婴护理连锁化，

第二家门店于 1月底在柯桥正式开业，订单正逐月增加；中医门诊部正式升级为

中医院，持续保持增长。此外，推动中药饮片“国际标准”引领，今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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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 ISO国际标准制定项目成功获得国际立项。 

2、加速业务创新，努力培育新增长点。今年来，公司充分利用拥有完整产业

链优势、品牌优势等，积极拓展新业务模式：中标绍兴市级医院联合体医用物资

院内物流配送服务（SPD）项目，将为绍兴市级医院联合体提供医用物资院内物流

管理系统及院内物流配送服务，有助于加强与供应商、医疗机构等客户之间的信

息互联互通、协同交互，促进公司经营业务发展。发挥冷链运输优势，积极配合

市、区二级疾控中心，全力保障区域内新冠疫苗的应急配送，为未来冷链物流运

输业务开展打下基础。契合数字化改革趋势，制定公司数字化转型建设方案，梳

理“智慧医疗”“数字药店”“数字物流”等应用场景，其中震元堂互联网医院

执照正在申请中。积极推动市级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建设，目前已完成招标，施工

建设有序推进，预计 2021年下半年建成投入使用。此外，与民营资本合资组建医

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发挥双方优势合作共赢，拓展医疗器械进出口业务。 

3、提升内部管理，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公司注重挖掘和弘扬百年震元传统

文化，以落地实施震元文创项目、设立“百年震元”创业陈列馆和全媒体合作为

载体，加快震元文化、人文、品牌、品质、历史的传承和发扬，持续提升震元品

牌影响力和知名度。注重信息化建设，上线使用合同固化系统、BI系统、HR完善、

项目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统等，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注重和强化人才队伍建

设和提升，积极开展各类引才招聘活动，推进中层干部选拔工作，进一步提升干

部队伍素质。以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为契机，完善公司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

信息披露、规范运作、投资者关系管理等相关业务的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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