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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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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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制药 60081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常志山 杨静 

电话 0311-86691718 0311-85992039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东路388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东路388号 

电子信箱 changzhishan@ncpc.com yangjingcw@nc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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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7,823,686.02 17,151,500,181.55 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352,581,403.63 5,306,362,379.92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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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298,204.99 24,138,771.65 2,362.01 

营业收入 4,718,839,354.95 4,003,315,532.84 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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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788,762.99 30,791,994.37 10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1,182,326.25 17,109,061.70 199.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6 0.58 增加0.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8 0.019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8 0.01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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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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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1.60 352,227,171 0 无 0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5.73 256,546,004 0 无 0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5.33 250,000,0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3.44 56,089,800 0 无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03 16,737,400 0 无 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03 16,737,400 0 无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03 16,737,400 0 无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03 16,737,400 0 无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03 16,737,400 0 无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03 16,737,400 0 无 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03 16,737,400 0 无 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未知 1.03 16,737,4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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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03 16,737,400 0 无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1.03 16,737,4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

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冀中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为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华北

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前十

名其他无限售股东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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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华北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17 华药债 143217 2017年7月

28 日 

2021年7月

28 日 

210,000,000.00 6.5 

华北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

二期） 

17 华药 02  143313 2017年9月

25 日  

2021年9月

25 日 

290,000,000.00 6.2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9.10   69.2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78   2.40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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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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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面对医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安全环保压力不断加大，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上升

等不利局面，公司坚持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战略规划实施、结构优化调整、市

场营销突破、科技研发创新等关键领域工作，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47.19亿元，同比增长17.87%；

实现利润总额 8184万元，同比增长 88.03%，企业经营稳步向好。 

一是持续深化内部改革。强化战略实施与执行，分级开展战略培训，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主

体，确保战略落地。着力抓好制度建设，优化管理流程。总部机关审批权下放、“三项制度”改革

等重点改革工作均有序推进、逐步深化。 

二是稳步推进结构调整。以制剂药基地、生物药基地、医药合成基地、医药中间体基地和生

物发酵基地建设项目为抓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赵县生物合成基地项目有序规划推进；青霉素

V钾升级搬迁项目投入运行；6-APA、青霉素钠（钾）盐项目完成工程建设；生物药基地报批与建

设稳步推进；内蒙古开鲁项目顺利开工建设。加快国际间战略合作，积极推进重点项目合作进程。 

三是深入实施营销创新。积极适应行业政策变化，完善营销管控模式，优化市场和客户结构，

终端掌控能力和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均衡收入过亿制剂产品达到 12个，同比增加 4个。创

新营销管控体系，构建区域商业优势，注册成立了华北制药河南医药有限公司和华北制药江苏医

药有限公司。加快营销信息化建设，统一信息平台系统上线，实现多家制剂单位销售信息共享，

为市场竞争分析提供有效数据支撑。加快推进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申报工作。积极开拓国际市

场,在稳固传统优势区域基础上，加大对国际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1-6月份取得国际注册证书 25

个。 

四是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加大重点产品攻关力度，国家一类新药基因重组抗狂犬病毒抗体启

动三期临床试验，药用辅料用途重组人血白蛋白等产品研发进展顺利。加大要素资源投入，全力

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环孢素软胶囊进入正式 BE 实验阶段，头孢呋辛酯片完成 BE试验，

阿莫西林胶囊通过现场核查。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制药行业全过程水

污染控制技术集成与工程实证”取得积极进展，得到了生态环境部督导组高度认可；国家抗体药

物重点实验室通过国家评价，获得良好评级。上半年，申请专利 13项，其中发明专利 11项；授

权专利 27项，其中发明专利 15项。 

五是不断夯实基础管理。大力开展降本增效，加强成本管控和预算管控。围绕安全、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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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物流、税务、法律、品牌等重点领域，制定风险管控专项，明确责任领导，切实做到有效

防控。组织开展“安全三个一”活动、反“三违”等专项活动，实现了安全生产目标。强化质量

管理，顺利通过国内 GMP 认证现场检查。加大环保治理力度，集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大排查、大

整治工作，确保废物的达标排放。拓宽人员安置渠道, 继续实施“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培训转岗

等措施，妥善分流安置职工，保障了企业稳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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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国占                  

2018年 8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