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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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宝岛 60356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侯旭志 王震宇 

电话 0451-86811969 0451-86811969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烟台

一路8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烟台

一路8号 

电子信箱 zbddsh@zbdzy.com zbddsh@zbd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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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8,665,391.37 8,181,930,449.20 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070,401,461.25 4,972,593,311.31 1.9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4,494,116.45 77,257,860.23 22.31 

营业收入 1,469,125,067.27 1,262,746,785.14 1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6,868,016.88 248,168,500.55 -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0,063,291.13 172,854,753.58 15.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65 5.18 减少0.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789 0.2923 -4.5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789 0.2923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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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9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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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虎林创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8.29 579,885,300 0 质押 372,500,000 

虎林龙鹏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96 144,000,000 0 质押 58,500,000 

卢力豪 未知 0.46 3,914,802 0 无 0 

颜廷震 未知 0.45 3,815,366 0 无 0 

李明 未知 0.38 3,197,312 0 无 0 

王海鹏 未知 0.34 2,866,202 0 无 0 

曾志添 未知 0.22 1,837,077 0 无 0 

邓彦方 未知 0.18 1,503,077 0 无 0 

杨振永 未知 0.09 767,716 0 无 0 

杨奇 未知 0.09 733,8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虎林创达投资有限公司与虎林龙鹏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虎林创达投资有限公司和虎林龙鹏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与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人的

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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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创新创造、高质量、高科技的发展要求，2019 年公司全面贯彻落实“平台、合作、共享、

共赢”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1234”发展战略规划，重点推动“1030”重点工程，促进制药工

业、科技研发、市场营销和中药产业的协调发展，实现企业经营发展的新突破和新跨越。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6,912.51 万元，同比增长 16.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86.80万元，同比下降 4.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006.33

万元，同比增长 15.74%；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49.41万元，同比增长 22.31%。 

（一）制药工业 

质量认证工作圆满完成。哈珍宝车间 GMP 认证、鸡西公司车间 GMP 认证、化药新品种原辅料

供应商库的建设等三项工作已经按照计划完成。其余品种再注册工作方案、新品种上市工作方案、

珍宝及虎林公司口服品种研究工作、干部动态评价机制方案、校企合作“订单班”实施方案、人

员轮岗工作方案等 32 项工作稳步推进。 

（二）科技研发 

公司正常推进在研化药制剂项目 32 项中，一类化学创新药项目 3 项，2 项获批临床，1 项准

备申报临床研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项目 2 项，其中盐酸克林霉素胶囊一致性评价已通过审核，

待发批件，另一个项目已完成注册申报；仿制药项目 27 项，其中，1 项在发补研究中，1 项准备

注册申报，1项开展预 BE试验，其他均处于药学研究中。 

（三）市场营销 

确立“全员销售”的营销理念，制定市场营销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营销工作大纲，依托新

的组织架构和营销团队，着力推动市场营销工作步入新轨道。根据国家新的医药政策调整和医药

市场变化，开展营销模式改革，重点探索终端开发、招标挂网、学术推广的新路径，为全国市场

营销探索经验。全面开展省区分公司经理队伍的培训、考核和评价工作。 

巩固提升医药商业运营创新业务模式，结合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药需求，不断优化配送产品结

构，依托异地建库和资源整合，“集采配送”重点选择高毛利品种及优质客户，通过各商业公司财

务指标考核，实现应收、应付及存货周转良性互动，有效提高资金利用率，进一步提升商业公司

运营质量。 

（四）中药产业 



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项目运营取得新突破，形成“1 个中心、2 大模式、3 大平台、4 大

体系、5 大业务”经营模式，实施供应链金融，重点打造平台+实体的智慧药市，实现线下市场、

电子交易、电子商务高度融合，多力齐发和协同作战，构建“互联网+”环境下中药材现代市场流

通体系，引领传统中药产业转型升级。截至 2019 年 6 月 30日，交易中心综合办公楼（交易大厅）

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为 79%，工程建设已完成 98%，将于 2019 年 9 月 9 日正式开业；神农谷中药

电商物流基地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为 50.67%，其中 9-1#已完工 95%、9-2#已完工 70%、9-3#已完

工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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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规定,发放贷款和垫款项目调整至债权投资项目

列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列示。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规

定,资产负债表中，将“发放贷款和垫款”调整

至新增的“债权投资”项目。 

发放贷款和垫款减少期初余额 8,590,766.73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规

定,资产负债表中，将“发放贷款和垫款”调整

至新增的“债权投资”项目。 

债权投资增加期初余额 8,590,766.73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规

定,资产负债表中，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

整至新增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期初余额 60,000,000.00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规

定,资产负债表中，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

整至新增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期初余额 60,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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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