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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2018-066 

债券代码：112336              债券简称：16 太安债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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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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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安堂 股票代码 00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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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叶平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金园工业区揭阳路 28 号广

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麒麟园 
 

电话 0754-88116066-188  

电子信箱 t-a-t@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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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6,940,688.30 1,578,015,972.56 -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449,857.37 113,599,227.07 -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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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8,069,462.84 110,489,042.89 -38.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68,488.47 35,489,775.69 -112.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 2.4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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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1,823,089.60 8,154,975,548.63 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82,468,528.72 4,912,865,201.7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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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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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安堂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72% 251,589,701 45,413,200 质押 191,543,200 

柯少芳 境内自然人 5.18% 39,800,000 29,850,000 质押 39,800,000 

广东金皮宝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2% 13,200,000 0 质押 13,200,000 

#吉富创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9% 13,000,000 0   

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1% 7,000,000 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

丰晋信双核策

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7% 6,681,900 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星河

2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79% 6,068,102 0   

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5% 5,798,6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5% 5,756,600 0   

厦门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新

时代 3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69% 5,307,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上述股东中的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柯少芳与广东金皮宝投资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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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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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东太安堂药

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

券 

16 太安债 112336 2021 年 02 月 02 日 90,000 4.98%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8.79% 38.36% 0.4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84 5.92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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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零售相关业 

2018年上半年，在股东的大力支持和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努力，进一步拓展公司经营，加强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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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主营业务的生产管理和销售拓展，加快对医药电商创新业务的投入，制定公司重资产剥离计划，改善公司资产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在药品生产、销售渠道、团队建设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源，拓展医药电商新零售业务，战略方向进一步明

确，经营布局得到优化。公司以聚焦主业、合理布局、持续发展、经营效益为目标，围绕提升营业规模、生产自动化升级、

渠道资源整合、产品研发创新、销售与市场拓展、加强内控规范、强化社会责任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 

2018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46,940,688.30元，同比下降1.9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449,857.37元，

同比下降39.74%。公司生产、经营与管理的主要情况如下： 

1、加强生产安全及质量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全面严格执行新版GMP标准，通过风险分析、风险控制、生产关键点控制等

全面规范公司生产过程，保障产品质量。公司通过多项GMP生产技术改造，全面提升了生产质量管理水平、生产线自动化

水平和生产效率，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2、加强产品研发和产品创新 

公司加大产品研发和产品创新力度，充分利用公司的广东省中药皮肤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

国中药协会嗣寿法皮肤药研究中心、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中心等研究平台，公司承担建设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

医药妇科用药重点研究室增强了公司在妇科医药领域的研发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的多项药品再研究课题正顺利进展中，麒

麟丸和心脑血管产品的学术研究及科研合作全面展开，麒麟丸申报美国FDA临床研究工作顺利推进。 

2、加强市场网络拓展和品牌宣传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销售管理体系，加强市场拓展和品牌建设，加强商务招商管理、渠道合作和市场营销，使市场

网络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公司继续拓展销售合作联盟建设，全力拓展销售终端市场；扩大自营销售队伍，全力推进医院终端

市场；加强商务管理，全面拓展商业渠道合作；拓展医药电商业务，全面构建线上线下终端网络。营销体制的改革使公司在

产品销售方面不断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完善了有利于调动一线销售人员积极性的销售政策，也有助于公司未来几年逐步降低

销售费用率。 

3、大力推动太安堂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更是企业取得长足发展的最终力量。企业文化对内是一种凝聚力，对外是一种辐射力。报告期

内太安堂注继续推行立企业文化，建立共同的远景目标和价值观，激发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4、履行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 

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工作，公司加大环保技改投入，认真按照国家环保管理部门的各项规定进

行环保自查并持续改进，使公司的环境保护管理水平和效果不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环保管理符合国家环保部的环保要求。

公司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积极捐助、回馈社会。公司认真履行对员工权益保障，认真保障企业员工的各项权益，履行企业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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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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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8年上半年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25户，参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比上期增加

2户，减少0户，参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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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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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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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