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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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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同泰 600829 三精制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轶颖 王磊 

电话 0451-84600888 0451-84600888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哈药路418号 哈尔滨市道里区哈药路418号 

电子信箱 chengyy@hyrmtt.com.cn wangl@hyrmtt.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4,660,613,896.30 4,412,353,888.12 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20,502,401.85 1,579,943,374.86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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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369,575.01 213,937,265.42 -242.27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3,937,272,666.32 3,457,292,227.75 1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0,559,026.99 134,214,786.17 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0,167,148.41 129,909,683.48 7.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52 8.75 减少0.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24 0.2314 4.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24 0.2314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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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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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82 433,894,354 0 无   

海南海药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4.39 25,428,345 0 质押 25,428,300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6,757,415 0 无   

曾郁 境内自然人 0.49 2,818,500 0 无   

汪京燕 境内自然人 0.41 2,400,000 0 无   

雷立军 境内自然人 0.29 1,681,144 0 无   

杨会琴 境内自然人 0.21 1,200,004 0 无   

黄菊霞 境内自然人 0.19 1,123,550 0 无   

廖岸辉 境内自然人 0.18 1,050,0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中证价值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4 824,5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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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9 年 8月 9 日，重庆哈珀、黑马祺航与哈药集团及其原股东签署增资协议，本次增资完成

后，哈药集团股权结构为，哈尔滨市国资委持股 38.25%，中信资本冰岛投资有限公司、华平冰岛

投资有限公司、黑龙江中信资本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股 19.125%、

18.70%、0.425%，哈尔滨国企重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持股 8.50%，重庆哈珀持股 10.00%，黑马祺

航持股 5.00%。本次增资尚需完成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等后续相关程序。本次增资完成后，哈

药集团的控制权将发生变更，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哈尔滨市国资委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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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回顾 

报告期内，医保支付改革、分级诊疗、带量采购等医改政策对医药流通行业影响深远，行业

结构持续调整，经营模式不断创新。面对市场形势变化和新医改政策实施，公司积极调整经营策

略，持续深化与上游供应商的合作，努力扩大医疗市场份额，经营质量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393,727.27万元，同比增长 13.88%；实现净利润 14,055.90万元，同比增长 4.73%。 

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医药销售工作 

（1）医药批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批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32,679.87 万元，同比增长 15.33%。报告期内，

公司进一步完善营销网络布局，稳固重点客户群体，继续加快县域医疗及民营医院市场开发，保

持终端医疗市场掌控力度；采取主动营销策略，重点跟踪新上市、通过一致性评价及国家谈判药

品等品种，积极扩大医疗市场份额；创新营销模式，开展物流延伸服务，密切与医疗机构的合作

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优化资金使用，加强财务风险控制，降低应收账款回款风险，提升医疗客户

运营质量；不断深化与上游供应商合作，丰富经营品种，开展厂家服务项目。 

（2）医药零售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零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5,530.18 万元，同比增长 7.01%。目前，公司

旗下直营门店 316 家，其中哈尔滨市内门店 233 家，市外门店 83 家。 

报告期内，公司优化品种结构，加强与优质供应商战略合作，提升品种竞争力；开展灵活多

样的整体或单店大型促销活动，提升经营业绩；继续开展药事管理服务，开发“慢性病会员新增

服务系统”，配备慢病专员，提升会员服务体验；DTP 业务方面，进一步丰富 DTP 药店品种，提升

药师队伍服务能力，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用药指导及专业配送服务。 

（3）医疗业务: 

报告期内，世一堂中医馆开展多项特色诊疗项目，通过学术讲座、“健康大讲堂”、爱心义诊

等活动，扩大中医馆对外影响力；突出专科、专家特色，打造具有专科专病治疗特色的专业技术

队伍，提升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三精肾病医院现有肾内科、肾病中西医结合科、血管神经内科、呼吸内分泌科及

血液透析科等医疗科室；公司借助黑龙江省医院医疗联合体平台，引进省内专家与医院科室开展

合作。 



2、企业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根据业务需求，公司对多项软件进行功能完善和开发，提升信息系统数据分析能

力；加强品牌建设与品牌权益保护工作，规范商标使用，提升品牌影响力。 

3、人员培训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深化人力资源体系建设，加快人才培养及储备；开展公司中层干部及管理人

员职场 360沟通技巧培训、执业药师考前培训，提升公司药学服务与管理水平。 

4、质量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 GSP 检查及五标管理工作，强化质量信息和质量风险管理，严格执行特

殊药品的管理规定；加强物流中心低温冷库、运输车辆质量检查工作，确保商品质量安全；新药

特药药店通过《零售药店经营特殊疾病药品服务规范》考核，成为黑龙江省首家通过此项认证检

查药店。 

5、公益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主动回报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公司组织青年职工开展

植树活动，号召广大市民，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组织员工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弘扬无私奉献精神；

在“母亲节”及“教师节”开展健康义诊活动，传播我国传统医学知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举

办多场次健康大讲堂活动，为广大市民普及药学专业服务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方式。 

（二）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及下半年工作展望 

1、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医药流通领域改革的深化，行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经营服务模式持续创新，医药供应

链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医药流通行业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和人口老龄化

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保健意识增强，医药健康产品的需求将不断提升。 

随着国际国内医药产业链合作逐步深入，“互联网+医疗健康”体系不断完善，供应链服务持

续创新，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医药流通行业将迎来新的更大发展空间。医药批发行业集中度进一

步提高，批零一体化趋势加强；医药零售不断向 DTP 专业药房、分销专业药房、慢病管理药房、

智慧药房等创新模式转型。 

2、下半年工作展望 

下半年，公司将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加快制定各业务板块发展方案，创新经营模式，持续加

强渠道建设，推动县域医疗市场网络渗透下沉，深入探索建立“慢病管理中心”新型药店经营模

式，推进 DTP 药店、院边药店、专业化药店等特色药店发展，实现公司营业规模及盈利能力的提

升。 

（1）医药销售工作 

医药批发业务：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家药品政策，按治疗领域梳理品种资源，形成经营特色；

抓住国家分级诊疗政策，挖掘潜力客户，销售重心向县域医疗市场转移；加快终端网络布局，加

强民营医疗机构销售队伍建设，增强区域竞争优势；开展信息化服务，拓展物流延伸项目，缩短

配送半径，加快配送速度，扩大终端覆盖。 

医药零售业务：公司将在部分门店开展“一分钟门诊”服务，增加客户体验，为顾客提供科

学的药事管理服务；做好处方外流承接工作，提升新品及 DTP 临床品种引进效率；全面探索建立

慢病管理模式，加强对慢病和处方药的专业化管理。 

医疗业务：公司将突出专业特色，聘请知名专家出诊，打造具有专科、专病治疗特色的专业

技术队伍，做强做实特色突出的品牌科室；世一堂中医馆将根据经营情况，适时增加中医馆网点

建设；三精肾病医院突出优势特色，加强差异化经营，稳定和吸引患者。 

（2）质量管理工作 

公司将严格遵循《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开展各类经营活动，加强日常质量监督管理，完

善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强化门店合规管理，提高质量风险管控意识。 



（3）公司管理工作 

公司将加强专项内部审计，开展经济效益审计工作，保障公司利益最大化；进行内部控制制

度执行情况测试，修订、完善《内控手册》，不断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4）人力资源工作 

公司将结合战略需求，持续做好员工职业规划，完善培训体系；做好职业药师人才储备与培

养，稳步建设公司人才梯队；开展职业药师岗位技能大赛，以赛促能，不断提升药事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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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20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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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波 

日期 2019 年 8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