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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0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2021-079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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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邦制药 股票代码 00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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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船 林翰林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与航天大道

交汇处科开 1 号苑 6 楼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与航天大道

交汇处科开 1 号苑 6 楼 

电话 0851-88660261 0851-88660261 

电子信箱 cc@xinbang.com lhl@xinb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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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8,247,282.01 2,702,504,191.39 1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2,630,101.94 35,748,628.19 32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44,519,830.82 36,175,672.58 2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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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9,899,558.17 400,163,860.31 -47.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64 0.0225 328.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64 0.0225 328.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5% 0.7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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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9,510,508.23 9,662,173,468.05 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68,218,942.92 4,918,339,925.73 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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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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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贵州金域实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76% 360,000,000 360,000,000   

哈尔滨誉曦创

业投资有限公

司（原名：西藏

誉曦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70% 358,764,349 0 

质押 358,764,349 

冻结 358,764,349 

安怀略 境内自然人 6.45% 130,743,878 98,057,908 质押 72,528,970 

UCPHARM 

COMPANY 
LIMITED 

境外法人 3.39% 68,653,300 0 质押 62,813,3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合润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3% 47,280,746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前

沿医疗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3% 37,000,065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合丰三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8% 24,0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4% 23,011,306 0   

深圳市对口支

援办公室 
国有法人 1.12% 22,651,520 0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99% 20,117,0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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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全商业模

式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贵州金域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安怀略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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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贵州金域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更日期 2021 年 06 月 2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6 月 25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安怀略、安吉 

变更日期 2021 年 06 月 2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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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向金域实业非公开发行的36,000万股股票已于2021年6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由1,667,228,611股增加至2,027,228,611股，控股股

东变更为金域实业，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吉、安怀略，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报告

期内，公司已启动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工作，并于2021年7月15日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以

及经营管理层的换届。详情可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

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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