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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2020-050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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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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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5,801,499.47 11,798,893,168.80 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080,367.74 97,336,813.74 -1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5,788,926.80 70,903,869.48 6.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233,933.82 -355,840,717.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47 -31.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47 -31.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6% 10.08%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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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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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7,980,059.14 10,769,459,422.20 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86,643,904.19 1,517,114,589.43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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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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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0% 61,986,136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0% 49,787,987 41,489,989   

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31% 43,079,838    

迪佛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 6,695,226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1.27% 3,158,500    

许建妹 境内自然人 0.98% 2,448,618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4% 1,107,000    

吕平 境内自然人 0.42% 1,050,425    

贾洪梅 境内自然人 0.42% 1,045,298    

李明 境内自然人 0.40% 1,004,8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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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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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国家和浙江省全力做好防疫保供和经济发展“两战”工作，同时，医保牵引的“三医联动”改革持续推进，

国家第一、第二批集中采购政策全面落地实施，医药流通行业的发展面临双重压力。在全体股东的支持下、董事会的领导下，

公司经理层及全体工作人员直面挑战、积极应对，迎难而上、锐意进取，在战胜困难中谋取新突破、创造新优势，坚持改革

创新和管理提升，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实现保平，资本运作稳步推进，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一）整体经营业绩实现保平，再融资项目稳步开展 

公司在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的基础上，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实现了业务经营平稳有序发展。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118.66亿元，同比增长0.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578.89万元，同比增长6.89%。 

为推进上市公司平台运作，拓宽上市公司融资渠道，公司八届四十二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拟募集资金6亿元用于英特药谷运营中心、绍兴（上虞）医药产业中心的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

目前，公司及中介机构正积极推进可转债事项，该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强化“一体两翼”战略布局：深耕药品批发主体业务 

在疫情影响及全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落地、浙江省医共体建设全面实施等政策变化背景下，公司积极研判市场，聚焦母

子协同，深耕属地市场，实现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市场份额稳步增长。公司紧抓“名优新特”经营主线，发挥上游供应商合作资

源，积极争取创新药品合作，实现21个重磅新品开户。持续关注国家集采政策变化，加强过一致性评价品种的引进及国内优

秀仿制药品企业的合作；持续开展经营创新，赋能营销，推进上下游客户战略合作，客户黏着度显著增强，网络覆盖率持续

提升。在疫情因素影响下，医疗机构产品渠道向连锁及单体药店分流，药店客户增速达到25%以上；公司紧抓用药渠道整体

下沉趋势，依托“互联网+医药流通”平台资源，实现英特医药电商公司B2B业务增长30%以上。 

（三）强化“一体两翼”战略布局：加快器械、零售两翼发展                                                                                                                                                                                                                                                                                                                                                                                                                                                                                                                                                                                                                                                                                                                                                                                                                                                                                                                                                                                                                                                                                                                                                                                                                                                                                                                                                                                                                                                                                             

公司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防疫保供工作要求，主动承担，主动作为，保障了浙江省政府调用防疫物资的供应，实现器械

板块营收规模近40%的高速发展。同时，公司不断加快器械业务终端网络拓展、丰富器械经营品类，积极走器械专业化发展

之路，以“供应链管理”为手段，从传统分销模式转换为分销+供应链模式，提供供应链服务和其他增值服务，实现高值耗材

业务快速发展；坚定不移走创新经营之路，继续优化SPD业务合作。加快推进“药械一体化”，推动母子器械业务联动；积极

探索医疗器械经营新模式，孵化供应链优化项目，提升终端市场份额。 

公司零售板块共拥有各类型门店160余家，覆盖浙江省全部十一个地市，报告期内实现零售终端业务营收8.06亿元，增

幅42.78%。公司紧抓医院处方外流、慢性病连续处方外配的市场机遇，积极实施医药批零一体化战略，做细做深批发、零

售及客户三端的信息对接。聚焦DTP业务发展，拥有250余个知名供应商重磅DTP品规经营资质，不断加强专业药事服务体

系构建，努力成为DTP行业优秀样板。继续推进院内（边）药房布局，优化批零联动协同模式，做好外流处方承接；探索互

联网医院+药房新业态，与多家等级医院开展合作；积极参与浙江省省药监局“网订店送500家”、 阿里健康微医桐乡项目等

新型业务模式，为英特零售创新式发展注入新动能。 

（四）进一步加强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保驾护航经营发展 

2020年上半年，通过组织层层签订质量安全责任书，完善考核机制，推进各成员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新冠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配合防疫保供工作，做好防疫物资质量保障和仓储配送安全管理工作；组织开展质量内审检查和安全生

产大检查，跟踪治理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确保闭环；积极组织开展“质量安全月”等培训宣教活动，提升管理人员专业能力

和全员质量安全意识。上半年集团范围内未发生影响企业正常业务经营和声誉的药械质量事故和一般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五）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夯实基层党建基础 

2020年上半年，公司党委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推动英特高质量发展。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党委、纪委“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着力加强党委班子自身建设，印发加强党委自身建设的意见。持之以恒深化政治理论学习，强化意识形态工

作，举办第二届微党课比赛，开展“红心”宣讲团成员招募，创设“支部书记小讲堂”和线上意识形态宣传阵地。 

紧扣经营发展工作，不断夯实基层党建基础，推进基层党组织架构调整优化，开展品牌支部建设升级工作、深化党建文

化“1+1+X”联创联建、强化标准化建设、优化支部考核、推进支部堡垒指数和党员先锋指数“双指数”实施。深化党群文化工

作，创新党工团联创联建机制。打造群团特色品牌，组织开展青年发展论坛、“悦享会”读书沙龙、青年智库项目。建设群团

文化载体，升级“梦想+”志愿者服务团、英特艺术团、英特篮球队三支群团队伍。  

（六）履行社会公民职责，全力保障防控疫情药械供应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公司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两级重点医药储备单位，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八个加强”与省委“五

个更加”要求，公司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超前谋划、周密部署、迅速行动，紧紧围绕“一中心、两目标、三重点、四满意、八

措施”工作思路组织开展抗疫保供工作，紧急成立应急供应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和10个工作组，组建17支疫情防控“党员先锋

队”，22支“青年突击队”，全力组织货源、落实政府指令、精心做好服务，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截止2020年6月底，公司已向社会供应各类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红外线测温仪等重点防控物资超1亿件（只、套），

保障了全省政府调用防疫物资的供应。公司在保障抗疫药品与器械供应、抗击新冠肺炎这一场大仗硬仗中，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服务大众、守护健康，用实际行动践行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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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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变更的主要内容为：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项准则纳入统一

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

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并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

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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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合并范围减少2户。其中子公司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其子公司永康英特药业有限公司51%

股权；子公司浙江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出售其子公司浙江英特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 

（1）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子公司永康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签订股权出售合同，2020年1月7日办理完成所有工商变更手续。 

（2）浙江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出售其子公司浙江英特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22日签订股权出售合同，2020年3月13日办理完成所有工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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