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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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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恒集团 600252 梧州中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文（代） 赵丹 

电话 0771-2236890 0771-2236890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100号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100号 

电子信箱 liwen@wz-zh.com zh600252@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2,065,594,746.10 7,835,111,934.55 5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33,290,306.94 6,393,530,329.88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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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307,528.16 361,001,600.16 -34.54 

营业收入 1,747,070,484.68 1,813,991,544.01 -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8,354,749.23 363,341,416.28 -1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2,809,417.05 290,152,030.80 -5.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6 5.93 减少1.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29 0.1046 -11.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29 0.1046 -11.1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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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81 931,725,908 0 质押 356,548,99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74 164,601,732 0 无   

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2 70,069,162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6 50,873,400 0 无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其他 1.44 49,898,443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6 36,912,219 0 无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73 25,335,000 0 无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73 25,335,000 0 无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其他 0.73 25,335,0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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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73 25,335,000 0 无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73 25,335,000 0 无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73 25,335,000 0 无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73 25,335,000 0 无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73 25,335,000 0 无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73 25,335,000 0 无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3 25,335,000 0 无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其他 0.61 21,037,866 0 无   

钟振鑫 境内自然人 0.51 17,786,000 0 无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0.43 14,942,265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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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实施多项举措“抗

疫情、稳经营”，外抓市场，内抓管理，全力抵御市场下行冲击，最大程度减轻疫情造成的影响，

以高质量发展为经营理念推进各项工作。 

（一） 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因新冠疫情对复工复产的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47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0.67亿元，利润总额 3.98亿元，同比减少 0.3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8亿元，

同比减少 0.45亿元。其中，制药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10.86亿元，营业利润 3.41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6亿元，双钱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49,048.46万元，营

业利润 922.4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70.34万元。 

（二） 主要工作 

1.积极应对疫情和政策影响，多措并举改善血栓通销售环境 

为尽量降低新医保、重点监控目录、疫情等多方面因素对血栓通销售的负面影响，积极应对、

多措并举、理清障碍。一是持续为中药注射剂正名，维系血栓通医保药物地位，减少医保受限等

情况带来的销量损失。二是针对各地重点监控目录政策出台后对公司产品的影响，积极开展沟通

协调工作，提供血栓通非辅助用药相关证明材料。三是大力拓展血栓通市场，顺利完成血栓通加

入县级医疗机构临床路径工作。 

2.积极探索创新销售模式，健康食品板块“变中求胜” 

健康食品方面，通过不断探索线上线下销售模式，积极创新、主动变革，在疫情冲击下“化

危为机”。一是公司领导带领企业投身线上销售活动，与网红主播合作开展直播带货，通过将国企

诚信经营、产品过硬传统形象与网红属性有机结合，提升销量，扩宽双钱品牌在华南区外的知名

度。二是线下拓展经营直营门店，通过与消费者融合的销售模式，在赢得消费者喜爱和信赖同时，

推动产品销售、传递双钱品牌理念。三是快速响应“地摊经济”号召，在消费复苏关键期捉住机

遇、积极宣传产品，扩大公司品牌知名度。 

3.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强化品牌宣传和销售推广 

公司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紧跟市场行业变化，抢占市场先机，扩大市场份额，积极应对市场

竞争环境。一是多渠道开展临床推广工作，利用电话、微信、视频会议等形式与客户沟通，维持

日常业务跟进，同时，多次进行线上学术培训，提升代理商和临床代表学术推广能力。二是更新

升级普药产品外包装，强化高端视觉效果，增强消费者购买欲，增加普药产品在药品高端市场中

的份额，同时，集中力量重点开发第三终端，实现扁平化管理。三是食品企业全力开发社区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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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加强社区团购以及线上商城的业务开展，为后续线上销售打好基础、做出典范效应。持续

开拓创新，积极落实各类新品研发工作。 

4.全力推进基地建设和物资生产，医疗防护板块稳步发展 

一是由集团二级企业中恒医疗公司承建的广西（国家级）应急医疗物资保障基地已纳入 2020

年第二批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建设。二是中恒医疗生产中心揭牌并

投入使用，现已投入 6 条平面口罩生产线、3 条 KN95 口罩生产线、1 条额温枪生产线、1 条防护

服生产线，随着新车间投产和机器设备投入，口罩日产量逐步提升。三是加快产品开发进度，完

成公司各类医疗产品设计和包装设计，实现所有产品的全性能检验，同时，积极申报各类生产和

经营资质，为产品上市提供强有力保障。 

5.统筹中药材种植一体化，解决原材料紧缺问题 

集团二级企业中恒中药材公司正在快速推进建设集中药材采购、种植、销售、大宗交易、仓

储物流等一体化运作的中药材产业运营平台，已完成 1,176亩土地租赁、803.56 吨种植生产物资

采购与劳务外包合同签订等工作，仓储物流中心、玉林中药材种植基地、中药材大数据云平台等

建设正在积极推进。并且，中恒中药材公司联合地方政府开展脱贫攻坚，主动延伸中医药产业链

条，积极开展中药材基地种植，目前已完成药材种植 360 亩，此举一来为自身产品提供了优质丰

富的原材料资源，二来通过发展中药材产业，带动了周边群众脱贫致富。 

6.推进资本运作，并购取得积极进展 

不断增强公司资本运作能力，公司新设资本运营部，专门负责公司投资并购工作。2020年上

半年，公司投资发起设立南宁中恒同德医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完成了第一期

实缴出资人民币 9,800 万元。基金投资方向以符合医药产业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创新药研发、整

合药物创新研发资源为主要目的，并重点对该类具有较为完善的生产、研发、销售体系的成长期

药企进行参股投资；同时，合伙企业亦寻找、筛选新药研发、新药研发服务、新一代医疗检测与

诊断等创新药研发项目。公司在与莱美药业原控股股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推进参

与认购莱美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改选莱美药业董事会，从董事会层面控制莱美药业。围绕

公司并购发展战略，公司持续多线寻找并购标的，积极获取投资并购机会。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的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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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 焦明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