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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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仔癀 60043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纪鹏 叶青 

电话 0596-2301955 0596-2301955 

办公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上

街1号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上街1号 

电子信箱 zqb@zzpzh.com pzhyye@zzpzh.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105,072,280.02 5,648,277,442.58 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428,306,293.51 4,136,041,636.83 7.07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2,872,232.92 445,169,044.05 -114.12 

营业收入 2,403,870,112.11 1,752,831,341.08 3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17,532,953.05 433,198,861.81 4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5,144,106.26 416,898,055.68 45.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00 11.68 

增加2.32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2 0.72 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2 0.72 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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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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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市九龙

江集团有限

公司 

国家 57.92 349,455,750 0 质押 
81,060,

000 

王富济 境内自然人 4.48 27,037,500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未知 1.80 10,887,812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未知 1.07 6,484,727 0 未知  

片仔癀（漳

州）医药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 6,346,635 0 无 0 

全国社保基

金四一四组

合 

未知 0.94 5,642,101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医

疗服务灵活

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76 4,600,007 0 未知  

深圳市林园

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林园投资

21号私募投

资基金 

未知 0.64 3,882,257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未知 0.56 3,405,750 0 未知  

漳州市国有

资产投资经

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0 3,017,81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2013年 4 月 16日，漳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将其持有的漳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100%的

股权无偿划转给九龙江集团，漳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现为九龙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2）片仔癀（漳州）

医药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3）除此之外，控股股

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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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公司围绕“一核两翼”大健康产业发展战略，以品牌为旗

帜，以金融资本为平台，抢抓“窗口”战略机遇期，创新发展模式、商业

模式、资本运营模式以及科研合作模式，深化开展“三抓三比,十项竞赛”

活动，深入开展“终端活力年”和“质量建设年”活动，进一步激活市场，

提质增效，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快速发展。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

各种规定，贯彻落实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认真履行职责，较好地完成了

各项目标和任务。主要工作如下： 



（一）、增强责任担当，推进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1、完成党建工作进公司章程工作，实现加强企业党的领导与公司治

理结构深度融合；2、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3、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廉政风险防控；4、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完

善党建制度体系，营造风清气顺的干事创业氛围，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坚强

的组织保证和政治保证。今年上半年公司党委顺利完成换届工作，从而为

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激活市场终端活力，助力产品销售快速增长 

1、继续推进片仔癀体验馆布局。公司紧紧抓住我国经济结构优化，

新旧动能转换，社会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有利时机，持续推进体验馆布局，

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会和主要地级市；2、加大学术推广力度，坚持用现

代科学证据诠释片仔癀独特功效，精准宣传；3、大力拓展京津翼、长三

角、两湖市场，推动片仔癀从南向北、从东向西，提升片仔癀在全国的覆

盖面；4、开展“终端活力年”活动，督导片仔癀终端营销商不断策划营

销策略，推动片仔癀产品销售。5、继续推进普药“一品一策”和“产品

经理”机制，推进普药产品进一步聚焦，扩大销售。  

（三）、瞄准前沿科技，推动产品创新体系建设 

1、持续开展片仔癀大品种培育。深入开展以片仔癀治疗肝病和肿瘤

为主线，以抗炎、免疫调节、解酒保肝等为辅线的系列药理毒理及临床研

究，推进片仔癀“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上半年开展涉及药理毒理、临床、

质量标准等 29 个研究项目，正式出版《片仔癀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建议》，

完成《片仔癀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编著，近期内将正式出版；2、聚焦



新药和保健食品研究开发。围绕世界前沿技术，重点开展抗焦虑、治疗肠

应激综合征、神经病理性疼痛、癌痛、骨关节炎等创新药物的研发，逐步

形成以老年病、慢性病等为重点研发方向，以慢性疾病等核心领域新产品

研发管线布局，形成“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特色创新医药新产品格局；

3、开展科研创新体系建设。公司技术中心更名为“片仔癀药业研究院”，

并以此为平台，在境内外构建“漳州片仔癀药业研究院分院”。今年上半

年，第一科研分院“漳州片仔癀药业研究院上海分院”揭牌成立；4、继

续依托现有片仔癀-厦门大学药学院新药研发平台、片仔癀-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高通量组学的现代中药精准医学研究平台”等 7 个关键技术研发平

台，共同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公司科研水平和能力不断跃上新台阶。 

（四）、优化生产安全管理，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1、实施“质量强企”战略。深入开展“管理建设年”活动，通过导

入 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 三标准体系、6S、卓越绩效管理、

两化融合、品牌培育等管理体系，推动企业向高质高效方向发展；2、加

强管控，提质增效。坚持“以销定产、强化计划、控制库存、提升效益”

的原则，加强计划管控，提升企业经济效益；3、增强安全管理，保障生

产安全稳定。公司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总

方针和“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落实安全生产督促检查工作，

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制定和演练，确保公司安全稳定；4、公

司以申报第六届省政府质量奖为契机，开展全覆盖全方面的内部的优势资

源和管理体系整合，强化卓越知识宣贯，提升全员卓越管理意识，进一步



提升管理水平。目前已完成省质量奖文审申报工作，正积极筹备开展现场

评审的准备工作。 

（五）、提升资本运营的针对性，推动产业规模快速扩张 

公司坚持以产业兼并为主，强化省内资源整合，持续扩张产业规模。

2018 年上半年，随着以仓储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为

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强。公司围绕日化、保健品的市场

销售特性，积极挖掘跨境电商并购项目。公司向香港片仔癀电商公司增资

4999万港元的相关工作已获批。 

（六）、围绕主业做大各板块业务，子公司经营效益显著增长 

厦门片仔癀宏仁医药公司等子公司营收幅度增长较大，为公司规模效

益快速增长起到了支撑作用。厦门宏仁（合并）实现营收 10.24亿元，比

增 37.45%，贡献了规模效益。其他主要子公司均增幅明显：化妆品公司

营业收入 13,440 万元，比增 50%，利润总额 1,650 万元，比增 22.31%；

医药公司营业收入 23,338 万元，比增 45.73%，利润总额 466 万元，比增

65.84%。 

（七）、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确保国有资产安全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优化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主要控股子

公司的内部管理，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企业可持

续发展，公司聘请第三方咨询管理公司厦门致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对片仔

癀药业本部内控体系增加“母子公司章节”以及旗下控股子公司厦门片仔

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漳州片仔癀国药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福建片仔癀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福建片仔癀化妆品有限公司内控体系进行升级优化。



根据《市属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后评价工作指引》（暂行）及国家有关法规，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并出台了《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修订稿）》，

完善了公司对外投资风险控制流程，使对外投资风险控制体系更加规范、

科学、合理，继续强化对外投资业务事前、事中、事后风险控制全过程管

理，制定了 2018 年度投资项目后评价工作计划，并按计划完成且形成相

关后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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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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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