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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2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2018-038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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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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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事堂   股票代码 00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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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侠  王文鼎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11 号 1 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11 号 1 号楼 

电话 010-88433464 010-88433464 

电子信箱 wangxinxia@cachet.cn wangwending@cach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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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9,990,778.55 6,535,826,695.39 3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5,402,548.02 142,814,863.40 2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2,364,457.69 147,622,306.87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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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0,663,589.17 -288,300,760.35 30.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0.57 29.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0.57 29.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6% 6.9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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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1,707,397.23 9,204,580,842.02 1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55,030,908.27 2,207,207,307.50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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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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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实业

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16.72% 41,876,431  质押 7,010,000 

北京海淀置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9% 12,760,800    

中协宾馆 国有法人 4.86% 12,169,368    

#紫石资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8% 11,716,183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有法人 2.81% 7,043,022    

北京市盛丰顺

业投资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0% 5,014,826    

尹俊涛 境内自然人 1.90% 4,764,761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78% 4,454,9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诺安价值增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70% 4,269,398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4% 3,109,7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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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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1,999.08万元，同比增长30.3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8,540.25

万元，同比增长29.8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扣非后的主营业务净利润18,236.45万元，同比增长23.53%。 

上半年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落实年初经营计划的主要措施和成效 

积极推进同业对标，深度分析，寻找差距，特色经营，形成比较优势。         

加强预算管理，将年度经营计划逐级分解，领导班子各负其责，将经营计划完成情况与绩效薪酬挂钩，提

高员工积极性和责任感。 

有所为有所不为，差异化经营巩固药品、耗材业务，同时重点扩展外企品种、耗材全国代理产品、中药饮

片的销售，加大社区医院的要素配置。 

（二）经营活动的主要亮点 

 医药行业目前处于医改政策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公司加强对政策的研究，适应市场的变化，制定了一

系列的政策保障公司的运营发展，具体情况如下： 

●多样化融资手段 

 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医改政策的影响以及决策层对市场资金供求的理解。公司努力提高资金的管

理水平，不断探索和实践多样化融资解决方案，对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保理和ABN融资等方案进行实践，

保证资金额度的充足。同时，申办法人透支额度，以应对紧急资金使用。 

●应收账款管理 

全面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和招标降价等政策的全面实施，使得下游医院盈利结构发生彻底改变，医院收入大

幅减少，资金紧缩，导致付款周期延长，由于医药商业企业对于医院处于弱势地位，导致应收账款存在回

笼放缓甚至回收风险。 

为应对此风险，公司要求各业务部门、各级子公司梳理存量应收账款的账期及回款情况，对于存在超账期

的应收账款逐笔核实，并与下游明确回款安排，合理调整销售总量，降低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同时，召开多次会议，落实应收账款周转，严控民营医院业务增量。结合各公司面临的市场情况、合同安

排及历史回款等因素，合理设定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并由财务部、业务部进行严格的双向管控。 

●业务结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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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业务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布局，优化供应商结构和品种结构，最终提高业务质量和利润率。 

同时，公司决策层审时度势，在市场资金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为防控经营业务及回款风险，结合市场情况、

公司现状及民营医院具体情况，将民营医院业务开拓标准、风险控制流程、风险抵偿方式进行深入分析和

制定，优化业务结构，提高业务质量，从而降低公司业务风险。 

●加强与知名品牌深度合作 

 应对耗材两票制，争取一票产品合作，公司控股子公司嘉事国润（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强生公司

签署协议，取得强生电生理产品全国唯一代理商，该协议的达成预计为公司新增年化销售收入15亿以上。

同时，公司也在积极推进与美敦力、雅培就心内介入耗材的全国代理合作的事宜。 

●采购平台建设 

伴随着两票制制度的全面实施，采购品种结构、价格体系、供应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及时应对市场变

化，抓住改革机遇，提升公司信息化水平，公司要求采购部牵头、在内审部、财务部、运营部、信息部的

全面配合下，对采购部现有采购流程进行全面梳理，完善采购流程并实现采购管理信息系统的全面建设。 

●加强内部审计，强化风控管理 

继续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强化公司风险控制。全力推进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和执行工作，针对上市公司普

遍性风险，落实商誉减值专项审核工作、严格进行外部并购企业的业绩承诺复核工作，并有计划有重点的

对下属公司进行专项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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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续文利 

 

2018 年 7 月 10 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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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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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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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