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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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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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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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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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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福医药 600079 人福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前伦 吴文静 

电话 027-87597232 027-87597232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 

电子信箱 renfu.pr@renfu.com.cn wuwenjing@renfu.com.c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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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29,321,869.01 34,501,425,418.62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314,976,031.43 13,146,975,163.77 8.8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534,858,786.94 9,669,084,174.71 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3,950,958.88 662,401,215.68 14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3,645,787.86 618,630,160.93 42.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240,187.86 369,595,699.96 18.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7 5.60 增加5.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9 0.42 13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9 0.42 135.71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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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7.98 457,010,269 89,047,195 

质押 386,767,393 

标记 386,767,393 

冻结 457,010,269 

李杰 
境内自

然人 
5.97 97,480,104 64,516,707 质押 4,192,11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未知 3.55 57,946,530 0 无 0 

陈小清 
境内自

然人 
3.43 55,945,960 55,159,859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2.52 41,229,785 0 无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

组合 
未知 1.95 31,922,034 0 无 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高毅邻

山 1 号远望基金 

未知 1.84 30,000,0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多因子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23 20,132,468 0 无 0 

陈世辉 
境内自

然人 
1.08 17,661,958 0 无 0 

徐华斌 
境内自

然人 
1.06 17,292,661 15,602,661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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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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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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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疫情防控债） 

20 人福 01 163269 
2020 年 3

月 12 日 

2023 年 3

月 12 日 
45,000 6.8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疫情防控债） 

20 人福（疫

情防控债）

MTN001 

102000685 
2020 年 4

月 15 日 

2022 年 4

月 17 日 
50,000 3.25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0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20 人福

MTN002 
102002330 

2020 年 12

月 17 日 

2022 年 12

月 21 日 
60,000 5.3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1.42   54.6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30   5.98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