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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1-037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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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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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医药 股票代码 00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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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宇飞 何苗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56号两江天地 1单

元 10 楼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56 号两江天地 1 单

元 10 楼 

电话 023-67525366  023-67525366  

电子信箱 zqb@pku-hc.com zqb@pku-h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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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819,449.92 827,402,545.48 3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919,319.32 22,300,878.94 4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2,538,690.29 23,706,187.12 37.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376,374.32 -4,203,664.40 -622.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2 0.0374 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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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2 0.0374 47.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1% 1.77%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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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175,435.45 2,306,200,821.07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29,927,050.68 1,297,007,731.36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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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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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合成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58% 170,356,260 0 冻结 9,500,000 

北大医疗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80% 70,328,949 0   

重庆长江制药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7,184,250 0   

金海兵 境内自然人 0.67% 4,006,700 0   

北京政泉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4% 3,225,346 0   

徐莉蓉 境内自然人 0.46% 2,760,200 0   

北京大学教育基

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1% 2,470,000 0   

刘巍建 境内自然人 0.40% 2,409,600 0   

闵金红 境内自然人 0.40% 2,382,003 0   

曹志宏 境内自然人 0.36% 2,15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合成集团为北大医疗全资子公司。2、2013 年 6 月 13 日，北大医疗与北京政泉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泉控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由政泉控股受让北大医疗

持有本公司的 4,000 万股股份，同时北大资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源控

股”）与政泉控股签订股份代持协议，约定由政泉控股为资源控股代持上述 4,000 万

股股份。资源控股与北大医疗、合成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1、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4,356,260 股，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86,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0,356,260 股。2、北大医疗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28,949 股，通过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70,000,000 股，实际合计

持有 70,328,949 股。3、股东刘巍建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100 股，通过中银

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2,389,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409,600 股。4、股东闵金红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23,300 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2,358,703 股，实际合计持有 2,3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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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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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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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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收到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的告知函，告知函称，2021年1月22日，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管

理人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0）京01破13号之三《民事裁定书》。根据《民事裁定书》，重整计划草案提

交期限延长至2021年4月30日。相关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2021年1月26日披露的《关

于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延期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公告》（2021-001）。 

2、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收到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确定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投资者的告知函》，

告知函称，经过多轮竞争性选拔，最终确定由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代表珠海国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作为方正集团重整投资者。下一步，管理人将依法推进投资协议签署及重整计划

草案制定等相关工作。相关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关于北大方

正集团有限公司重整进展的公告》（2021-002）。 

3、孙建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且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相关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于2021年2月6日披露的《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2021-003）。 

4、公司顺利完成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宋金松先生、袁平东先生、范晶先生、任甄华先生、贾剑非

女士、毛润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靳景玉先生、曾建光先生和陶剑虹女士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宋金松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胡继东先生、张必成先生、徐伟钰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郑晓东先生、游菊女士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胡继东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

袁平东先生为公司总裁、赵全波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余孟川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贺清凯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相关

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2021-030）。 

5、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聘任袁宇飞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相关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1年5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2021-031）以及《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21-027）。 

6、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于2021年4月21日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2021-015）以及于2021年5月19日披

露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1-026）。 

7、2021年4月30日，公司收到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重整进展的告知函》。相关内

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2021年5月6日披露的《关于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重整进展的公

告》（2021-023）。 

8、2021年5月28日，公司收到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方正集团实质合并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暨出资人组

会议表决结果的告知函》。相关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2021年5月29日披露的《关于北

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重整进展的公告》（2021-033）。 

9、公司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注射用头孢曲松钠”《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公司注射用

头孢曲松钠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相关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2021年5

月7日披露的《关于注射用头孢曲松钠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20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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