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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0                           证券简称：华仁药业                           公告编号：2021-052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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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仁药业 股票代码 3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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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聪 王永昌 

办公地址 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株洲路 187 号 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株洲路 187 号 

电话 0532-58070788 0532-58070788 

电子信箱 huaren@qdhuaren.com huaren@qdhuaren.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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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525,464,284.85 586,456,924.75 33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508,496.67 35,113,672.82 10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66,052,649.50 30,032,090.02 119.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5,082,442.67 114,331,251.06 -603.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2 0.0297 109.43%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2 0.0297 109.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1.6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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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7,461,520.84 3,415,544,750.98 3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14,442,165.48 2,258,666,863.54 2.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9,50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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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安曲江天

授大健康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20.00% 236,442,597  质押 118,221,298 

华仁世纪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91% 117,177,546  质押 45,000,000 

红塔创新投

资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9.32% 110,181,481    

永裕恒丰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66% 78,719,823  质押 66,897,723 

吕波 境内自然人 2.00% 23,644,000    

綦军书 境内自然人 1.21% 14,257,577    

赵向东 境内自然人 1.00% 11,878,000    

马飞 境内自然人 0.77% 9,106,600    

穆罡 境内自然人 0.65% 7,628,200    

孙潮 境内自然人 0.60% 7,1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西安曲江天授大健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永裕恒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

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西安曲江天授大健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8,221,298 股，

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8,221,299 股，实际合计持有 236,442,597 股。华仁世

纪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4,477,546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2,7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7,177,546 股。綦军书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257,577 股，实际合计持有 14,257,577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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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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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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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2021 年 4 月 9 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182,212,98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15 元人民币（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5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1）。截至 2021 年 6 月 4 日，本次权益分派已完成。 

2、2021 年 4 月 18 日，为积极推进公司医药大健康战略布局，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公司产品线，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与安徽恒星制药有限公司、刘经星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拟通过现金方式购买安徽恒星制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示评估结果为依据，与不超过三年业绩承诺期间的年平均扣非净利润 8,000 万元的 10

倍的范围内以孰低为原则，协商确定最终的标的股权的交易对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2021 年 7 月 23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西

安曲江华仁药业有限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关于西安恒聚星医药有限公司暨安徽恒星制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股权收购

协议》，曲江华仁拟以自有资金 8 亿元收购交易对方持有的恒聚星医药 100%股权，并间接持有恒星制药 100%股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7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截至目前，本次交易已取得国资主管

部门批复，经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已完成股权交割，并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6 日、8 月 9 日、8 月 13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2021-048、2021-049）。 

3、2021 年 5 月 2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为积极推

进医药大健康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公司拟设立西安曲江华仁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以新

设立的公司为主体，通过直接投资或并购的方式，推进制药项目以及大健康项目落地，并充分发挥西安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

势，加快公司在西北、华东及全国的产业布局。2021 年 6 月 1 日，西安曲江华仁药业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领取

了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6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202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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