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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2018-036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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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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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集团 股票代码 0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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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江 裘莉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96 号•中化大厦 12 楼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96 号•中化大厦 10 楼 

电话 0571-86022582 0571-85068752 

电子信箱 tanjiang2009@foxmail.com qiuli000411@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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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6,297,665.17 9,188,696,503.60 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844,021.41 42,186,229.51 1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9,452,852.29 41,371,807.18 19.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5,967,238.16 -518,546,468.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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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5% 5.42%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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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3,411,753.31 9,083,390,592.01 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1,063,697.26 843,398,015.66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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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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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88% 61,986,136 0   

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4% 44,691,447 0   

迪佛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3% 6,695,226 0   

浙江汇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2% 6,686,389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3.18% 6,590,51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盛世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02% 6,26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21% 2,500,129 0   

许建妹 境内自然人 1.18% 2,448,118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

托·汇富 232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0.72% 1,491,804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

托·汇富 233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0.72% 1,486,56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浙江汇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是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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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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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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在股东支持和董事会领导下，在经营管理层和全体英特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围绕“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

为导向”的经营理念，努力推动英特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0.96亿元，同比增长9.88%；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84.40万元，同比增长18.15%。 

1、经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药品事业部、中药事业部、生物事业部、器械事业部、零售终端事业部、物流事业部六大事业部和各区

域公司协同发展、稳步提升。 

药品事业部通过积极应对竞争，持续扩大和丰富产品线，提升品种满足率，拓展医院供应链创新服务，进一步提高市场

份额；医药电商业务快速增长，非招标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中药事业部持续开发中药创新增值服务，不断推进品牌化发展，完成智能化煎药中心搬迁工作，有序推进中药处方承接

服务；积极开展中药破壁饮片开发工作；继续探寻推进中药业务的战略整合。 

生物事业部不断巩固与供应商的合作，于丽水、绍兴、宁波三地举办吸附破伤风疫苗学术推广会，承办了浙江省预防医

学会《破伤风疾病防控学术研讨会议》。 

器械事业部积极拓展多元化产品线与创新SPD服务模式。 

零售终端事业部持续强化DTP药店建设，加快零售网络布局；加快互联网项目的合作步伐，探索互联网医院合作；不断

开展社区活动，增加社区新老顾客黏着度；持续探索职场健康管理及中医诊疗服务。 

物流事业部进一步强化基础物流能力建设，塑造核心竞争力，上虞物流中心项目完成主体建设，金华物流中心开展自动

立体库建设，不断提升物流自动化水平；医药物流多仓运营模式有序推进，物流效率有益提升。 

各区域公司稳步提升销售业绩，不断完善网络布局，持续开展战略业务。 

2、融资管理 

2018年4月，公司发行了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2.5亿元。 

3、全面信息化建设 

推进集团信息一体化建设，优化集团信息化资源，打造具有时代特征，具备未来信息化特点的集团一体化信息化管理平

台，建立主数据体系，奠定数字化业务转型基础。 

4、质量安全管理 

严格遵循政府法律法规，加强产品质量管理，落实GSP、QHSE标准化推进；开展2018年“质量安全月”系列活动；规范

公司财务、法务、风险管理流程，确保安全生产经营。继续强化员工培训工作，树立质量规范、风险管理意识；坚持“质量

为天、诚信经营” 方针，密切与药监系统的沟通工作，做到规范经营；组织开展自查巡查、业务审查、审计监察，建立常态

化合规经营机制。 

5、党建纪检 

报告期内，组织召开了8次党委会，3次理论中心学习会议；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陆续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开

展宪法、监察法学习主题党日活动；学习浙江省加强作风建设36条，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推进效能监察和巡

查，打造“清廉英特”。 

6、社会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浙江省省级医药重点储备单位，积极作好流感疫情的特效紧缺药的保障供应，体现了“英特速度”

和“英特担当”；公司在全国助残日积极开展英特走进“麻风村”献爱心活动；区域公司联合当地政府开展送药下乡义诊与社区

义诊活动。 

7、品牌荣誉 

公司继续保持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英特集团荣获中国医药流通百强第13位，英特药业荣获下城区最佳税收贡献企业二

等奖；区域公司温州英特药业连续七年蝉联鹿城区“百强企业”称号，并荣获“鹿城区功勋企业”、“鹿城区商贸业50强企业”、

“鹿城区税收服务业50强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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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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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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相比，本年新增子公司2户, 其中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浙江英特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分立成立同级子

公司1家，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浙江英特怡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并购子公司1家。 

（1）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浙江英特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分立成立浙江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分立成立浙江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并于2018年3月28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浙江健

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2,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00% ，故自该公

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浙江英特怡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收购杭州环东大药房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怡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8日与北京德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权合作协议，以65.00万元收购北

京德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杭州环东大药房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于2018年2月26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子公司

英特药业自3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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