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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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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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震元 股票代码 0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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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黔莉 杨婧华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北路 289号 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北路 289号 

电话 0575－85144161 0575－85144161 

电子信箱 000705@zjzy.com 000705@zj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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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368,403,560.15 1,254,455,714.21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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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789,621.64 42,685,622.95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375,539.45 38,302,927.50 -1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859,144.32 -7,121,050.28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81 0.1278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81 0.1278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5% 3.23% -0.1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124,386,342.46 2,051,128,213.05 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33,798,056.34 1,368,925,404.70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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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3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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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震元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94 66,627,786 52,074,960 —— —— 

王美花 境内自然人 1.90 6,363,698 0 —— —— 

蒋仕波 境内自然人 1.46 4,880,000 0 —— —— 

深圳市南方鑫泰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南方鑫泰－私募学院菁英 145

号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 4,765,169 0 —— —— 

王申 境内自然人 1.20 4,001,729 0 —— —— 

安徽楚江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1 3,031,783 0 —— —— 

夏可云 境内自然人 0.83 2,782,001 0 —— —— 

杭州胡庆余堂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7 2,578,500 0 —— —— 

韩影 境内自然人 0.76 2,538,847 0 —— —— 

缪文琴 境内自然人 0.72 2,408,20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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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王美花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363,698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6,363,698 股；2、深圳市南方鑫泰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南方鑫泰－私募学院菁英 145号基金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765,169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765,169 股；3、王申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4,001,729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001,729 股；4、缪文琴通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08,200 股，合计

持有公司 2,408,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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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一家从事药品生产、销售的医药公司，主要生产经营中成药、中药材、

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生化药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器

械、化学试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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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主要分为医药商业、医药工业、医药物流、健康服务等部分。公司

医药商业销售网络完善，业态涵盖招标配送、商业分销、社区基层、OTC、医院增

值服务、医药零售连锁、医药电商等。 

子公司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丁二磺酸

腺苷蛋氨酸、氯诺昔康、醋酸奥曲肽、美他多辛、泮托拉唑钠、伏格列波糖、托

烷司琼、克拉霉素、制霉素、罗红霉素、硫酸西索米星、硫酸奈替米星等原料药

及制剂。子公司浙江震元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是以百年老店“震元堂”为龙头组

建的全国百强医药连锁企业，实施“名店、名医、名药”特色经营模式，拥有90

余家零售连锁门店，震元堂、善禄堂、上虞健康药店等3家门店位列中国药店百强

榜。子公司浙江震元物流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医药第三方物流服务，是《药品冷链

物流运作规范》国家达标企业和中国医药供应链“金质奖”十佳供应链企业。子

公司绍兴震元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浙江省率先通过新版GMP认证的中型中药饮片

企业，年加工中药饮片约3000吨。子公司绍兴市同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健康信息咨询、服务与营销、健康产业投资与管理等，现有母婴护理中心一家，

是绍兴地区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的高端月子中心；今年四月又开设震元堂中医

门诊部，开创“医养结合”健康产业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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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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