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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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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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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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361,705.33 1,729,677,137.91 1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17,373.51 44,020,728.52 -1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634,664.86 36,025,772.98 -9.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343,605.85 -123,292,324.65 50.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3 -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3 -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2.45% -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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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3,424,045.29 2,986,396,531.76 -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95,285,360.83 1,853,653,536.89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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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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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王申 境外自然人 2.57% 8,600,020 0 —— —— 

王美花 境内自然人 1.82% 6,080,000 0 —— —— 

深圳市南方鑫泰私募证券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南方鑫泰－私募学

院菁英 145号基金 

其他 1.82% 6,073,400 0 —— —— 

蒋仕波 境内自然人 1.49% 4,970,000 0 —— —— 

秋植炜 境内自然人 1.46% 4,880,000 0 —— —— 

钟依阳 境内自然人 1.01% 3,366,600 0 —— —— 

深圳市南方鑫泰私募证券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南方鑫泰 3号私募

基金 

其他 0.85% 2,832,700 0 —— —— 

诸彩凤 境内自然人 0.74% 2,465,101 0 —— —— 

深圳市南方鑫泰私募证券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南方鑫泰 5号私募

基金 

其他 0.69% 2,3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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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申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600,02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8,600,020股；

秋植炜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88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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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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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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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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上半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由于新冠疫情多点散发，各地

政府对新冠疫情实施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叠加行业政策变化频繁，给医药企业的

生产经营带来巨大压力。另外，国际政治局势动荡也推动了大宗商品尤其是原材

料和能源价格的急剧上涨，导致部分行业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大幅增加。在此背景

下，公司聚焦全生命周期、全链条服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

控和企业发展，做强医药工业，做大医药商业，做优医疗服务，做特康养产业，

推动企业始终保持新活力、不断出新彩。 

1、优化产业布局结构。报告期内，公司强化战略规划引领，围绕医药健康产

业，把握健康中国、振兴中医药等发展机遇，一是多方位延链补链强链，聚焦“万

亩千亿”平台，成立震元生物公司；立足医药医疗创新主业，成立震元进出口公

司；赋能大健康产业，成立震元健康科技公司，全面启动健康百品计划。二是多

维度创新产品培育，震元制药积极研判国内新药研发趋势，谋篇布局未来十年新

产品发展规划，加快推进新产品开发；震元生物专注研发技术，强化科研机构深

入合作，不断提升产品技经指标，提速生物合成产品研发进展；震元健康科技全

面启动健康百品计划。目前，破壁灵芝孢子粉、黄精芝麻丸、菊花决明子枸杞茶、

丁香猴头菇佛手茶等一系列轻养生系列新品已正式首发销售。三是多元化推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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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共赢，积极关注空白领域及市场应用前景，全力打造研、学、产、销深度融合

的合作机制。报告期内，公司成为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先后与浙江

大学绍兴研究院、浙江省中药研究所、黑龙江珍宝岛药业等多家企业（单位）签

订战略或项目合作协议，助力推动产业升级。 

2、加速推进项目建设。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高质量项目谋求转型提升，一

是加快现代医药产业集群培育，扎实推进上虞集聚提升项目建设，一期160亩土地

完成摘地，设计完成阶段性目标，项目开工建设招标工作同步；继续推进震元数

智园区转型提升，中康促长三角(绍兴)高端医疗器械技术转化中心项目已进行施

工收尾。二是统筹推进数字化转型，探索实施数字化在商业领域、工业领域、健

康服务领域的应用场景建设，绍兴市级6家公立医院联合体“医用物资院内物流管

理系统及院内物流配送服务（SPD）项目”，已逐步上线使用，率先打造全市智慧

SPD样板；积极开发线上业务，震元微商城产品数量突破2000种。三是强化现有产

业根基，巩固提升医药商业全市公立医院药品配送份额；多个原料药产品向独联

体国家、东南亚国家递交注册申请，促进医药工业国际市场恢复增长；新拓展直

营门店4家，优化门店4家，完成医保验收改造5家，药店规模持续扩大；新增10个

药材基地，基地总数达94个，总规模超2万亩，道地药材品质持续优化。 

3、持续深化管理提升。报告期内，公司一是注重挖掘和弘扬百年震元传统文

化，以传承弘扬越医文化为己任，着力开展震元堂创始270周年系列活动，以浙江

省首届生命健康大会“千年越医•百年震元”主题峰会作为载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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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注重深化和激发管理机制活力，持续推进事业部制改革，落实子企业经理层任

期制与契约化管理，深化各业务板块之间的协同融合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强化大局意识、整体意识，增强公司发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是注重和强化人

才队伍建设和提升，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积极开展各类引才招聘活动，推进中层

干部选拔工作，开展“震元工匠”工程，实施“青苗工程”和“雄鹰工程”，拓宽

公司选人用人渠道，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建立干部梯队。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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