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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5                           证券简称：长江健康                           公告编号：2020-049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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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健康 股票代码 00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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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斌 孙文遥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晨丰公路 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晨丰公路 

电话 0512-56926898 0512-56926898 

电子信箱 lubin@cjrfjx.com swynet@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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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603,237.96 2,508,578,921.25 -1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1,769,908.71 169,828,038.18 -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8,396,563.65 134,892,522.31 -1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0,389,032.17 -300,879,024.80 -6.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09 0.1374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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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09 0.1374 -4.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4% 3.14%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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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8,093,514.57 7,561,322,269.93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81,195,098.98 4,919,006,463.93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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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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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润发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08% 470,667,365  质押 374,383,300 

中山松德张

家港保税区

医药产业股

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66% 144,067,797  质押 144,067,797 

杨树恒康张

家港保税区

医药产业股

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51% 80,510,018  质押 80,510,018 

北京杨树创

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42% 79,295,379  质押 79,295,379 

华安资产管

理（香港）有

限公司－客

户资金专户 1

号（交易所） 

境外法人 3.76% 46,448,086    

长江润发张

家港保税区

医药产业股

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1% 30,965,390  质押 30,965,390 

深圳市平银

新动力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3% 18,879,850    

深圳市平银

能矿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3% 18,879,850    

李柏森 境内自然人 1.28% 15,778,125    

郁全和 境内自然人 1.28% 15,778,125 11,833,5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郁全和为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郁全和与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为上

市公司一致行动人；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为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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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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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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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趋势，公司在董事会指导下，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企业发展，积极应对国内外

经济形和产业环境的新形势，聚焦主业、重视创新，坚持“回归行业本质、回归产业价值、回归健康目标”，持续推进提质

增效，总体上实现了较为稳定的发展。 

疫情发生以来，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各项防控工作；组织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议，对公司系统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安排、再部署，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效。公司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开展抗击肺炎疫情捐赠活

动，累计向武汉、海南、新疆等地捐赠近6万支注射用阿奇霉素、4000余支注射用甲磺酸帕珠沙星、1.2万支注射用头孢他啶

及400支红外额温枪，用于支援一线人员防控疫情。 

报告期，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医疗保障制度、药品管理制度和药品一致性评价等方面新政策对医药行业影响显

著，海灵药业通过对外开展学术推广、加大医院开发力度增加销售；对内进行智能化改造，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奥美拉唑肠溶胶囊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与博瑞医药旗下子公司信泰制药（苏州）有限公

司签署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技术转让合同书》，将信泰制药核心产品注射用醋酸卡泊芬净（50mg、70mg）的上市许可持

有人技术转让给海灵药业，并提供该产品的原料药；与长澳集团联诚医药就卢立康唑乳膏产品合作成功签约，双方就该产品

在基层医院、药店、诊所等终端零售市场达成战略合作；与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就落户美安新区成功签署《高端仿制药及

新药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进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合同》，该项目占地80亩，总投资约3.2亿元，用于新建高端仿

制药及新药研发生产基地。 

报告期，圣玛妇产医院积极践行回归医疗本质的核心要求，以“三甲医院的技术、民营医院的服务、上市公司的管理”

为核心理念，强调以人为本的整合式服务，提疗效、优体验、降成本，品牌美誉度大幅提升。 

报告期，润发机械坚持以“传统产业科技化，传统设备自动化、传统产品高端化、传统管理信息化、传统人员素质化”

为抓手，以高端智能为导向，深挖潜力、降本增效，实现了平稳发展。 

报告期，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01060.3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6176.99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74%，基本每股收益0.13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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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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根据相关新旧准

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亦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即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新收入准则的实施

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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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4月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二级子公司华信制药失控暨公司下一步措施的公告》，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拒绝配合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对其2019年度财务报表的现场审计工作，导致其2019年度审计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公司对

山东华信已失去控制，自2020年1月起不再将山东华信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山东华信相关投资纳入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2）报告期，因业务需要，新设一级子公司长江润发（苏州）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长江润

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3）报告期，因业务需要，新设二级子公司长江润发（海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长江润发张

家港保税区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郁霞秋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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