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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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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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龙药业 60022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海燕 魏作钦 

电话 0371-67992262 0371-67982194 

办公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金梭路8号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金梭路8号 

电子信箱 fhy@taloph.com wzq@talop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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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5,178,885.13 2,835,342,435.60 -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09,761,942.25 1,388,624,666.07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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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11,949.12 -12,678,018.14 -3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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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593,122,061.88 583,145,473.34 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215,700.52 2,763,088.10 84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746,194.92 -295,529.81 4,751.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3 0.19 增加1.7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68 0.0048 8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68 0.0048 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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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4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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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众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3.08 132,441,168 0 

质押 50,000,000 

冻结 14,596,048 

吴澜 
境内自

然人 
6.02 34,536,496 3,503,650 无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4.11 23,589,907 0 无  

潘德仕 
境内自

然人 
3.21 18,407,882 0 无  

上海博霜雪云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7 10,708,029 0 质押 10,708,029 

潘峻芳 
境内自

然人 
1.78 10,205,256 0 无  

智庆现 未知 0.79 4,559,100 0 未知  

皮敏蓉 未知 0.68 3,904,700 0 未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陕国投·昂鸣锡结

构化一期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未知 0.58 3,342,920 0 未知  

惠州市三想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三想投资实现 3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8 3,321,20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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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第 1 位郑州众生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起人股东。                          

（2）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第 2、5 位为公司 2014

年启动的《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中发行股份支付对价及募集配套资金的

参与方。                                             

（3）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第 4、6 位系父女关系。

（4）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第 3 位为公司实施股份

回购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开立的回购专用账户。                                 

（5）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注：众生集团质押的 5,000 万股股份中的 603.3265 万股同时被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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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312.21 万元，同比增长 1.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 2,621.5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48.78%，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药品制剂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定品质化路线、严格质量管控，儿童系列产品优势进一步突显，带动

药品制剂业务整体销售较上年同期增长。中药口服液实现营业收入 15,466.10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32.29%，其中儿童系列产品中双黄连口服液（儿童型）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90.86%；固体制

剂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1,023.9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2.63%，其中小儿复方鸡内金咀嚼片的收

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15.14%。 

（二）中药饮片业务 

桐君堂药业在行业监管日趋严格、市场竞争激烈等外部环境下，继续优化生产设施、设备和

生产工艺，产能扩大；强化道地药材的采购及储备，产品质量及供应能力进一步提升；不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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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药设施及人员的投入，提升智能化代煎药服务能力；报告期内，在品牌驱动、品质提升以及免

费代煎药服务持续增加等措施的推动下，中药饮片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28,599.76 万元，同比增长

14.46%；同时代煎药业务量增长、相关费用增加，导致桐君堂净利润同比下降 30%。 

（三）药品研发服务 

2019 年随着新版医保目录、一致性评价以及带量采购等政策的推进，将给医药市场带来机遇

与挑战。北京新领先充分把握政策与市场机遇，不断提升医药研发服务能力。其中临床 CRO 积极

开拓市场，引进高端专业人才，建立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的 10 多个办事处及省级驻点，与全

国多家医院建立合作关系，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临床技术服务。新领先在心脑血管、肿瘤、内分

泌、神经、精神等领域具有十余年丰富的研发经验，目前已承接一致性评价项目 70 多项，完成

BE 或者预 BE项目 20 余项，承担了多项高难度原料药工艺改进及新型制剂技术改进工作，并取得

良好进展，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9,651.59万元，同比增长 33.88%，净利润同比增长 15.58%。 

（四）药品药材流通业务 

公司调整战略布局，压缩药品流通业务，目前仅保留了桐君堂开展的部分药品流通业务，报

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319.1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2.11%。 

桐君堂道地药材公司依托专业及地域优势，开展道地药材贸易业务，在满足公司自身药材需

求的基础上，对外实现营业收入 2,208.0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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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

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首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

或其他综合收益，不重述 2018 年末可比数。具体影响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临

时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30）及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之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的变更。 

2、根据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 号），公司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

列示，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列示，其他列报格式的变

更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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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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景亮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