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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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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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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集团 60012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茜 徐旺 

电话 023-89886129 023-89886129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18号 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18号 

电子信箱 tjzq@taiji.com tjzq@taij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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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9,231,318.57 14,185,396,134.92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3,186,874,907.88 3,173,631,366.25 0.42 



东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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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64,993.53 91,791,475.95 -259.34 

营业收入 5,754,278,677.98 6,149,388,773.60 -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217,627.45 89,104,076.14 -8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173,028.02 53,626,055.19 -137.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32 2.67 减少2.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16 -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16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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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3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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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3.20 184,886,858 12,999,674 质押 91,975,000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21 23,437,500 0 无 0 

国寿安保基金－建设银行

－人寿保险－中国人寿保

险（集团）公司委托国寿安

保基金混合型组合 

其他 3.99 22,218,754 0 无 0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34 13,020,833 0 无 0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深

圳市招商国协壹号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2.32 12,940,833 0 无 0 

重庆市涪陵区希兰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14 11,895,294 0 质押 5,900,00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82 10,149,409 0 无 0 

姚伟明 境内自 1.71 9,523,441 0 无 0 



然人 

申万宏源证券－重庆太极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太极实业 1 号

员工持股计划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63 9,080,226 0 无 0 

钟文倩 境内自

然人 

1.31 7,312,5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重庆市涪陵区希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属于一致行动人，未与其

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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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已经成为全球的公共卫生重大事件，对国内外政治、经

济等造成巨大冲击，医药行业也首次出现了负增长。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国家医疗体制改

革的不断调整和升级，公司全体员工在“规范治理、聚焦主业、突破销售、提质增效”的工作方针

指引下，按照“目标不动、任务不减”的全年目标，精诚团结，主动积极应对困难，将影响和损失

降到最低，推进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有序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57.54 亿元，比去年同期 61.49 亿元下降 6.4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1.76 万元，比上年同期 8910.41 万元下降 88.53%。公司销售收入和净利润下

降主要原因为：因疫情影响，各级医疗机构常规门诊及住院病人大幅减少，公司医院销售品种以

及解热镇咳类等受限制药品销售有所下降致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减少。同时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

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将持有股票市价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确认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1,769.84 万元，去年同期为 2,788.59 万元，公司持有股票市价变动致净利润比同期减少

4,558.43 万元。 

 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以“利润增长分享”为核心的绩效考核机制，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

内生动力；启动并完成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全面清理压缩过度和超前投资，严控新项目

开工，将资源集中到主业，关停与主业关联度不大的产业、项目；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盘活闲置

资产，提高资产经营效益。 

 2、销售方面 

（1）工业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工业销售收入 30.34 亿元，比上年同期 33.76 亿元下降 10.11%。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藿香正气口服液入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法（试行第四、

五、六、七版）》契机，多渠道发展，启动线上线下相结合，以市场为导向，科学优化渠道，充分

发挥一、二级客户积极性，全面提升藿香正气口服液等产品市场覆盖率。积极与各大连锁、门店

合作，开展“正气中国 2020 之夏日正气行”品牌 IP 活动、“春雷行动”等形式多样的促销、宣传活

动，提升终端市场产品的影响力和上柜率。 

 优化产品结构，创新学术营销，突出产品集群层次，重塑急支糖浆、通天口服液、鼻窦炎口

服液、太罗、思为普、小金片、托西尔康、蚕蛾公补合剂等产品市场体系，促进产品良性发展；

面对骨干产品医院销售的影响，转变营销思路，以“利润增长为导向”，实施产品“老药新做”，

以医院销售带动 OTC 市场，落实“保稳定、提销量、促效益”的各项措施。 

 报告期内，增长较大的核心品种有：藿香正气口服液实现含税销售收入 4.90 亿元，同比增长

25.57%；盐酸吗啡缓释片（美菲康）实现含税销售收入 1.12 亿元，同比增长 39%；复方板蓝根颗

粒实现含税销售收入 1.05 亿元，同比增长 32%；罗格列酮钠片（太罗）实现含税销售收入 1.00

亿元，同比增长 11%；通天口服液实现含税销售收入 6,300 万元，同比增长 37%。 

 抓好治疗性、特色效益型产品，部分规模过千万元普药销售增长较大，蚕蛾公补合剂同比增

长 159%；酒石酸美托洛尔缓释片(托西尔康）同比增长 43%。 

 加强研发与营销体系建设，充分挖掘休睡眠品种，推动休睡眠品种恢复上市，重塑产品价值，

实现新的利润增长点，报告期内，公司休睡眠产品已实现销售收入 1975 万元。 

（2）商业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商业销售收入 26.40 亿元，比上年同期 26.02 亿元增长 1.46%。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医药商业企业在担负当地政府防疫物资储备和供应保障工作外，加强与

一线品牌厂家合作力度，优化产品结构，积极引进“4+7”带量采购品种，提高在医疗机构的配送

权，在第二批 32 个国采品种配送权中，获得 22 个品种在不同区域的配送权，为医院市场开发奠

定了良好基础；加快新市场开拓和医疗终端配送，上半年川渝地区共新开发医疗机构 191 家，重

庆区县联合体已入围 25 个地区，提升了市场占有率。 

 全面提升桐君阁大药房和太极大药房市场竞争力，合理优化药房结构，不断提高单店产出效

益；运用传统零售结合互联网运营新模式，通过美团、京东等各大平台、APP 小程序，“直播讲座”

等多种销售渠道，提升医药商业零售收入。 

 3、生产方面 

 加强安全生产规范，着力开展供应、生产等各环节、全方位的成本控制工作，为营销提供更

高性价比、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稳妥推进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项目，推广节能先进设备和技

术，公司使用定增资金在太极医药城修建的藿香正气口服液数字化生产车间取得阶段性进展，计

划在 2020 年 9 月开始试运行。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南药业、涪陵制药厂、桐君阁药厂成功入选重庆

市“双百企业”重点工业企业名单；桐君阁药厂经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定为中成药制造“智

能工厂”；中药二厂包装车间经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定为“数字化车间”。 

 4、科研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推进创新中药口服制剂芪灯明目胶囊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附条件批准

上市”临床试验研究；开展盐酸羟考酮和盐酸吗啡缓释片（24h 渗透泵型）获临床批件后的后续

研究；积极开展配方颗粒和经典名方研究，涪陵制药厂已纳入重庆市配方颗粒科研试点专项范围。

获得药品葛根芩连胶囊，保健食品“太极牌番茄红素维生素 E 软胶囊”、“太极牌辅酶 Q10 软胶囊”

生产批文共 3 个。 

 加快推进重点产品一致性评价，现已完成了 14 个品种一致性评价申报；报告期内，取得对乙

酰氨基酚片和氢溴酸西酞普兰片一致性评价批件，截止目前，公司已有三个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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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统称“新收入准

则”）的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次执行的新收入准则主要内容如

下：（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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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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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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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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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合并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 金额（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 金额（元) 

预收款项 342,688,629.70 合同负债 342,688,6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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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