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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9-086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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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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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鑫药业 股票代码 00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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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万恒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 137 号  

电话 0431-81916633  

电子信箱 zixin@zxp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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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552,637.99 841,128,926.31 -3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914,165.44 276,825,882.11 -7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43,025,216.32 267,975,730.24 -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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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9,453,133.56 141,736,664.94 -501.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2 -7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2 -7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 6.48%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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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8,038,109.80 9,919,199,057.86 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70,421,363.58 4,307,534,261.90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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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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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化市康平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22% 489,499,939  质押 489,499,939 

仲桂兰 境内自然人 4.97% 63,694,266  质押 63,694,200 

仲维光 境内自然人 4.83% 61,922,552  质押 61,922,552 

北京富德昊邦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6% 51,955,421  质押 51,420,000 

上海红樱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7% 50,887,166  质押 47,210,000 

佛山市科技孵

化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9% 30,947,132  质押 14,331,07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0% 19,161,593    

郭华 境内自然人 1.49% 19,040,000  质押 19,040,000 

龙仕学 境内自然人 0.54% 6,916,400    

邱宇 境内自然人 0.49% 6,258,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郭春生先生通过其亲属持有康平公司 53.80%的股份，康平公司持有本公司 38.22%的股份，

而持有本公司 4.83%股份的自然人股东仲维光与持有本公司 4.97%股份的自然人股东仲桂

兰为郭春生先生的亲属，所以康平公司、仲桂兰女士与仲维光先生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

情况外，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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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马信琪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股份

5,001,338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0 股，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001,338 股；王红庆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

限售股份 3,043,809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0 股，合计持有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 3,043,809 股；金飞来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本公司无限售股份 2,442,2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0 股，合计持

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44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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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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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新版医保目录、国家药价谈判、两票制、分级诊疗、一致性评

价等政策逐步落实，促进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医药产业正步入规范发展的快车道，《中医药法》已经正

式实施，明确了中医药事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方针，“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加大对中

医药事业的扶持力度，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同时，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应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刺激了人参及其他保健产品的消费需求，为

积极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公司董事会审时度势、立足长远、着眼当前、慎重果断决策，采取了一系列应

对措施，紧紧围绕“以中成药发展为企业的立足之本，人参产业、基因测序产业作为企业发展的排头兵”的

战略方针布局发展健康产业，充分发挥公司的先进加工技术、人才资源，积极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实现合

理的结构调整，使中成药、人参产业、基因测序三大产业齐头并进，有力地促进和保证了企业持续健康良

性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355.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8.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5,791.4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9.08%，2019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情况具体如下: 

1、内控建设方面：内控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持续优化包括经营控制、财务管理控制和信息披

露控制在内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在实施过程中，持续落实，加强执行力度，以保障公司发展战略、经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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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实现。特别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引进国有资本战略投资者后，公司将会执行更加严格的内控制度，促进

公司整体业务发展。 

2、研发系统方面：报告期内，药品方面，公司在研的中成药产品暴贝止咳口服液、消盆炎颗粒、元

神安颗粒、桑麻口服液等产品均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同时公司对中成药产品消风止痒颗粒及补肾安神口

服液等产品进行了提高产品质量标准的研究工作。食品和保健食品方面，公司迪淳饮品完成了行政审批；

南极磷虾油凝胶糖果项目、人参南极磷虾油凝胶糖果、南极磷虾蛋白肽粉项目、人参南极磷虾蛋白肽粉项

目完成了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同时对已获得批准文号品种紫瑞片、紫瑞胶囊、芳芙颗粒、人参叶颗粒进行

了延续注册申报；另外公司向吉林省中药管理局申报并得到批复，建立了野山参种子种苗繁育研究室。 

3、生产质量系统：公司在生产管理方面开拓进取，努力拼搏，在药品生产、食品生产、人参皂苷精

制、工程项目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生产管理系统对安全生产工作

提出了总的要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工作方针。通过目标和责任的明确、机构和制度的完

善、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措施方法的制定落实、检查监测的有效跟进，形成了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报

告期内，公司柳河医药产业园获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并于2019年4月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规定，经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场检查，符合《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要求，公司柳河医药产业园获得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版《药品 GMP证书》，同年7

月，子公司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吉林初元药业有限公司也相继获得了《药品GMP证书》。 

4、销售系统方面： 

中成药产品方面 

（1）处方药：重点致力于团队架构建设、业务流程梳理、团队内训、制度建设、团队管理、销售管

理及市场管理等方面，为实现短期三年营销目标和打造优质团队奠定基础，公司销售网络全国覆盖30个省

份，市场增量空间巨大。公司制定的“大品种”在2019年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其中纯中药制剂四妙丸此前

已经被列入《类风湿关节炎病症结合诊疗指南》推荐用药,并且进入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规划教材《中

医风湿病学临床研究》,提升四妙丸的学术地位，促进开发、提升品牌知名度及影响力。同时以四妙丸、藿

胆片为主的30个品种入选2018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有利于公司中成药产品进一步完善布局,更多有

竞争力的拳头产品有望进一步开拓市场。 

（2）OTC零售：报告期内，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批零一体化，商业公司和终端连锁将更加集中，

连锁也是如此，根据“2018年度药品监管统计年报”数据显示，全国连锁门店数量占比在2018年底已经达到

50%，加快了下游的集中和一体化，连锁终端需要大批战略供应商。 

公司OTC市场销售坚持与“全国百强连锁药房”合作，与“东莞国药集团”、“云南一心堂”、“重庆桐君阁”、

“吉林大药房”、“辽宁成大方圆”、“河北新兴大药房”、“甘肃众友”等终端占有率较高的主流连锁合作。从

目前的合作情况来看，合作产品线越来越广，销售业绩已取得初步成果，奠定了二丁颗粒、小儿白贝、海

贝胃疡、消风止痒等产品的主导地位。OTC市场的持续增量、新产品的市场推广以及终端VIP联盟的建立

和维护；2018年，公司制定了“终端VIP联盟”战略，2019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3）品种结构性调整。报告期间内，公司对现有产品结构进行了综合梳理，并进行了结构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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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公司独家品种四妙丸、藿胆片、小儿白贝止咳糖浆为核心，打造精品国药系列。重点扶持优秀精品国

药独家品种是调整产品结构的重心。品种结构性调整，是企业由内而外的调整，是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核

心基础，并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人参产品方面 

（1）公司人参粗加工产品保持了稳定的销售； 

（2）人参深加工产品方面，公司销售通过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在队伍组建、渠道铺设、产品招商、

区域拓展和品牌建设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进展，特别是在核心市场建设、外围市

场布局和专卖店体系拓展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公司通过直营和客户联营的方式进行专卖店体系的拓展，

完成了在长春新机场、延吉机场专卖店的招投标工作。 

近年来，通过坚持自主研发和合作交流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公司对植物提取物、人参提取物、人参皂

苷单体分离方法的研究、产品的开发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在人参深加工产品的研发、人参加工技术、

人参基因测序等核心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同时在高端人参食品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为进一步

打造人参高端食品产品，经过审慎市场调研、结合以长白山主峰海拔高度 2691 米和人参文化所创意推出

的“参藏长白山2691”系列文化人参产品。为进一步拓展公司人参产品销售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实现公司

与优质客户的长期战略合作，公司正式启动打造以“药品、食品、保健品”三店一体具有紫鑫特色的第三终

端，公司在巩固药品销售的市场基础上，全力开发和建设人参专柜，进一步推进人参产业的发展，并于2019

年4月与哈尔滨国仁大药房有限公司、哈尔滨健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虎林市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等

34家黑龙江省部分百强连锁药店及本地知名连锁药店签署了《人参专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进一步，

拓宽公司人参产品的销售市场，提升市场占有率，促进公司的业绩增长，提高公司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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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公司

按照通知的要求相应变更财务报表格式。 

根据财政部的修订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

调整，调整内容主要包括： 

（1）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新增“债权投资”科目替代原准则的“持有至到期投资”科目；新增“其他债权投资”科目

替代原准则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中的债权投资部分；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替代原准则的“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中的股票投资部分。 

（3）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4）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项下新增“专项储备”项目，反映高危行业企业按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

费的期末账面价值。该项目根据“专项储备”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5）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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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

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7）根据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专项储备”项目。 

（8）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

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本公司执行上述政策的主要影响如下： 

列报项目 
 本期影响金额  上期影响金额 

 按原报表列示金额  按新报表列示金额 按原报表列示金额 按新报表列示金额 

应收票据   978,627.18    5,773,316.67  

应收账款   1,138,396,144.96    920,635,308.8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39,374,772.14    926,408,625.47   

应付票据   200.00    200,000,200.00  

应付账款   322,761,227.31    323,282,167.2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22,761,427.31    523,282,367.2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8,000,000.00    48,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8,000,000.00    48,000,000.00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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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本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董事会决议通过设立方式，成立吉林紫鑫医药产业园孵化器管理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于2019年3月7日董事会决议通过设立方式，成立吉林紫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于2019年4月15日董事会决议通过设立方式，成立吉林紫鑫汉麻研发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1,000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上述公司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春林 

2019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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