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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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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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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盛药业 股票代码 00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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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富君 李静 

办公地址 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 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 

电话 0435-6236009 0435-6236050 

电子信箱 dfj1010@sina.com yishenglj@sina.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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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05,302,444.58 523,472,197.63 -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051,961.83 39,282,430.97 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6,592,746.57 37,730,568.12 -3.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0,240,092.59 64,372,694.33 86.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10 0.1187 1.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10 0.1187 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 2.16% -0.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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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2,529,410,810.99 2,553,101,177.99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95,658,656.93 1,855,606,695.10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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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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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益胜 境内自然人 39.08% 129,348,530 97,011,397   

刘建明 境内自然人 5.56% 18,393,303    

赵伟 境内自然人 1.13% 3,730,300    

李国君 境内自然人 1.02% 3,372,065 2,529,049   

薛晓民 境内自然人 0.89% 2,959,492 2,219,619   

王斌 境内自然人 0.84% 2,767,622    

尹笠佥 境内自然人 0.76% 2,500,176    

李方荣 境内自然人 0.51% 1,696,137    

耿晓宁 境内自然人 0.44% 1,456,591    

李铁军 境内自然人 0.40% 1,339,964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6% 1,201,000    

周丽华 境内自然人 0.35% 1,15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张益胜、刘建明、李国君、薛晓民、王斌、尹笠佥、李方荣、李铁军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2017 年 2 月 3日，中国证监会网站发布了《行政

处罚决定书》，因公司股东尚书媛、王玉胜、刘建明、王斌所持股份存在代持的情形，以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股份存在被代持的情形，导致公司所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虚假记载，并对公司、张益胜、李铁军等 21名责任人员予以

了处罚。 

为尽快解决因部分股东代持股份导致信息披露不真实的问题，经公司反复咨询和论证，制定的整改方案为：由代持股东

在现行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采取减持代持股份的方式，尽快还原股东的真实持股情况。其中尚书媛、王玉胜二位股东自

2014 年 4 月起已不存在代持情形。 

因在本报告披露的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刘建明、王斌所持股份仍存在代持的情形，为保证信息披

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将前 10名股东的持股情况按照排序进行了顺延，由前 10名顺延披露至前 12名股东的持股情

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制定的整改方案，刘建明和王斌二位股东在减持代持股份过程中，将从保护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充分考虑减持对二级市场股价影响的情况下，采取最佳的方式进行减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代

持股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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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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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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随着国家4+7带量采购，医保控费和支付方式改革，两票制合规经营、一致性评价和DRG政策的试点实

行，对传统医药行业的市场格局带来巨大冲击。益盛药业积极适应医改新常态，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在既定的战略指引

下，根据现有的产业布局，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深入挖掘利润增长点，使公司的经营业绩与上年基本保持了平衡。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530.2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3.4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005.20万元，同比增长1.96%。 

药业方面：公司积极调整产品结构，通过不断加大对主导产品的推广力度，努力提高市场份额，实现了稳定增长。报告

期内，振源胶囊实现销售收入18,200.9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0%；心悦胶囊实现销售收入4,662.4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7.46%；消痔灵注射液实现销售收入3,407.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 

研发方面：针对现有的产业布局，公司加大了对人参食品的研究和开发力度。报告期内，研发部门完成了红参石榴汁饮

品、人参发酵果蔬饮品、人参乳酸菌饮品等7个产品的研发和备案工作，并完成了12个原有产品的延续备案工作。 

保健食品方面：保健食品是公司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因受销售渠道开发进度未达预期、消费者购买力下

降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该类产品的销售较上年有所下降。 

中药饮片方面：公司中药饮片事业部自成立以来，积极推进分销、陈列、培训、动销等一系列的工作。目前公司的中药

饮片产品已通过专柜、连锁药店等渠道销往全国18个省，并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效果。报告期内，公司中药饮片实现销售收入

843.19万元，较去年全年增长了48.98%。 

化妆品方面：公司的化妆品业务主要由子公司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公司负责。报告期内，汉参化妆实现销售收入13,399.9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87%，实现净利润3,363.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3%，并获得4项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其他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组织了“践行企业核心文化”演讲比赛，进一步加强了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完成了“汉参”商标在香港的登记注册工作；基于公司种植的人参、西洋参的良好品质，公司获得了“有机产品销售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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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了六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六届二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单独在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

日起施行。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2019年新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根据上述规定和

修订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4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控股子

公司吉林省集韩生物肥有限公司。自2019年1月16日完成注销工作起，该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                 

                                                            张益胜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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