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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8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2019-050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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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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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鹭燕医药 股票代码 002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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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鸣 阮翠婷 

办公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1004 号 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1004 号 

电话 0592-8128888 0592-8128888 

电子信箱 zqb@luyan.com.cn zqb@luyan.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173,060,502.15 5,314,366,072.98 5,314,366,072.98 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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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1,278,842.42 81,585,590.26 81,585,590.26 4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0,045,327.42 81,935,235.04 81,935,235.04 4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8,446,091.34 -223,169,925.54 -223,169,925.54 -190.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42 0.25 4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42 0.25 4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6% 5.48% 5.48% 1.9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034,084,380.90 6,070,516,641.66 6,070,516,641.66 1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68,555,572.68 1,569,385,019.24 1,569,385,019.24 6.3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应付

账款”； 

B、利润表 

将“资产减值损失”亏损以正数列示改为亏损以负数列示。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 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2）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将期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 万元调整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总股本由 192,253,200 股增加到 326,830,440 股。为保持会计指标的

前后期可比，对 2018 年半年度同期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按最新股本进行了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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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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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麦迪肯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34% 115,506,840 0 质押 66,274,500 

建银国际医疗

产业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2% 14,106,152 0   

厦门铭源红桥

高科创业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1% 4,921,500 0   

李卫阳 境内自然人 1.26% 4,131,000 3,098,250   

厦门三态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4% 3,735,750 0   

王珺 境内自然人 1.14% 3,725,271 0   

张珺瑛 境内自然人 0.92% 3,004,750 2,253,562   

泉州丰泽红桥

创业投资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 0.84% 2,7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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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人 

朱明国 境内自然人 0.83% 2,714,687 2,040,000 质押 2,040,00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中

融一瞰金 32 号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7% 2,526,33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厦门麦迪肯科技有限公司与厦门三态科技有限公司均为实际控制人吴金祥先生控制的企

业，王珺为实际控制人吴金祥先生的配偶。厦门麦迪肯科技有限公司、厦门三态科技有限

公司和王珺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泉州丰泽红桥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与厦门铭源红桥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

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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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积极贯彻落实董事会从“横向+纵向”发展战略逐渐向“横向+纵向+人工智能”三维战略升级，

从提供医药产品向提供健康服务升级，从五个传统业务模块（药品分销、零售、工业、医疗器械、医养）向创新模块（人工

智能、第三方物流、电商）业务升级，将公司打造为中国知名的医药健康产品与服务提供商的发展战略，内涵式发展与外延

式扩张并举，公司核心业务——福建省内医药分销业务的市场份额、经营效率及盈利均实现持续提升和增长，四川、江西和

海南等省份新并购医药分销网络已基本实现对全省主要区域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覆盖并形成竞争力，零售直营门店总数增加

至204家，收购1家一级综合性医院，创新业务取得进展。公司实现销售收入71.73亿元，同比增长34.97%，实现净利润1.22

亿元，同比增长42.03%。报告期内： 

1、四川、江西和海南等省份新并购医药分销网络形成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发挥鹭燕“两票制”经营经验及优势，抓住“两票制”政策在全国推广的机遇，继续拓展布局四川、江

西和海南省医药分销网络，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四川省14个地市17家公司，江西省8个地市9家公司和海南省2家公司

分销网络布局，已基本实现对三个省主要区域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覆盖。公司通过增加对新并购企业的资金、业务等资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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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健全风险管控、调整组织架构、培训人才团队、提升内部管理、统一信息系统等投后整合工作，有

效地提升了新成员企业的渠道覆盖、经营管理能力和专业服务水平。至报告期末，公司在三个省份的医药分销网络已初见整

合成效并形成竞争力。 

2、福建省内医药分销业务的市场份额、经营效率及盈利均实现持续增长。 

福建省内公立医疗机构招标药品配送业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报告期内，福建省公立医疗机构继续履行2017年福建省医

疗机构药品联合限价阳光采购结果，公司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渠道及市场增值服务能力，加强与药品生产企业的深度战

略合作及项目合作，加快应收账款回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等，进一步提升了在公立医疗机构的市场份额。此外，公司积极

拓展药店、诊所等第三终端市场，第三终端业务亦保持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继续稳居福建省医药流通企业首位，福建省内业务经营效率及盈利均实现持续增长。 

3、抓住器械（医用耗材）两票制契机，加快发展医疗器械（医用耗材）、体外诊断试剂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两票制”经营经验、分销网络广覆盖、专业人才团队和器械第三方物流资质等优势，为客户提

供专业器械（医用耗材）配送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医疗器械分销收入超过6亿元，同比增长72.70%。 

4、福建省内零售门店布局进一步完善。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人、货、场、客”四大要素强化提升零售运营管理体系，深入开展批发零售一体化经营，药品零

售业务与批发业务协同渐见成效。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在福建省内共有直营药店204家（医保店169家），其中DTP药

房70家，基本覆盖福建全省三级医疗机构。 

5、公司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管理提升工作取得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人才团队和梯队建设、企业文化及品牌建设、完善管理规章制度、开展全面审计工作、健全

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开展各类培训等工作，以及在福建省内实施“强基达标、提质增效”专项工作，在省外

开展投后“帮扶和辅导”专项工作等，完善了公司风险预防与管控体系，提升了公司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12

家子公司《药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换证工作。 

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703,408.44万元，比上年年末607,051.66万元增加15.87%；负债为527,242.21万元，

比上年年末441,693.92万元增加19.37%；股东权益176,166.23万元，比上年年末165,357.75万元增加6.5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实现了业绩的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17,306.0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4.97%；营业利润17,067.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01%；利润总额17,049.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62%；

净利润12,203.6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0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127.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6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004.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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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B、利润表 

将“资产减值损失”亏损以正数列示改为亏损以负数列示。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2）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将期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30万元调整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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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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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 元 

被购买方名

称 

股权取得时

点 

股权取得成

本 

股权取得比

例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

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净利润 

乐山市华欣

医药有限责

任公司 

2019年 05月

31 日 

13,767,138.9
9 

80.00% 收购 
2019年 05月

31 日 
控制权转移 5,074,041.08 6,001.81 

萍乡鹭顺医

药有限公司 

2019年 05月

31 日 
3,400,000.00 85.00% 收购 

2019年 05月

31 日 
控制权转移 41,924.87 -164,420.00 

厦门湖里华

兴医院有限

公司 

2019年 06月

30 日 

18,500,000.0
0 

100.00% 收购 
2019年 06月

30 日 
控制权转移 0.00 0.00 

新余鹭燕医

药有限公司 

2019年 06月

30 日 

11,960,406.1
0 

60.00% 收购 
2019年 06月

30 日 
控制权转移 0.00 0.00 

②合并成本及商誉 

单位： 元 

合并成本 
乐山市华欣医药有限责

任公司 
萍乡鹭顺医药有限公司 

厦门湖里华兴医院有限

公司 
新余鹭燕医药有限公司 

--现金 13,767,138.99 3,400,000.00 18,500,000.00 11,960,406.10 

合并成本合计 13,767,138.99 3,400,000.00 18,500,000.00 11,960,406.1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份额 
7,943,133.97 868,668.27 -121,668.78 11,836,218.30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

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份额的金额 

5,824,005.02 2,531,331.73 18,621,668.78 124,187.80 

③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单位： 元 

 
乐山市华欣医药有限责任

公司 
萍乡鹭顺医药有限公司 

厦门湖里华兴医院有限公

司 
新余鹭燕医药有限公司 

 
购买日公允

价值 

购买日账面

价值 

购买日公允

价值 

购买日账面

价值 

购买日公允

价值 

购买日账面

价值 

购买日公允

价值 

购买日账面

价值 

货币资金 8,275,918.39 8,275,918.39 410,021.46 410,021.46 67,874.94 67,874.94 52,546.43 52,546.43 

应收款项 
19,759,524.8

3 

19,759,524.8

3 
679,761.49 679,761.49 337,510.98 337,510.98 

12,458,363.8

4 

12,458,363.8

4 

存货 7,635,472.08 7,635,472.08 31,729.17 31,729.17 112,697.72 112,697.72 3,719,720.41 3,719,720.41 

固定资产 145,853.32 145,853.32   123,916.12 123,916.12 7,684,633.54 7,684,633.54 

无形资产 1,233,192.85 1,233,192.85     1,690,820.38 1,690,820.38 

借款       3,950,000.00 3,950,000.00 

应付款项 7,033,983.78 7,033,983.78 115,578.97 115,578.97 124,245.23 124,245.23 9,127,340.67 9,127,340.67 

净资产 9,928,917.46 9,928,917.46 1,021,962.67 1,021,962.67 -121,668.78 -121,668.78 
14,727,030.5

1 

14,727,030.5

1 

减：少数股东

权益 
1,985,783.49 1,985,783.49 153,294.40 153,294.40   2,890,812.21 2,890,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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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净资

产 
7,943,133.97 7,943,133.97 868,668.27 868,668.27 -121,668.78 -121,668.78 

11,836,218.3
0 

11,836,218.3
0 

企业合并中承担的被购买方的或有负债： 

无 

④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是否存在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企业合并且在报告期内取得控制权的交易 

√ 是 □ 否  

单位： 元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之前原持有

股权在购买日的账

面价值 

购买日之前原持有

股权在购买日的公

允价值 

购买日之前原持有

股权按照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产生的利

得或损失 

购买日之前原持有

股权在购买日的公

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及主要假设 

购买日之前与原持

有股权相关的其他

综合收益转入投资

收益的金额 

新余鹭燕医药有限

公司 
2,945,406.10 2,945,406.10 -54,593.90  -54,593.90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金祥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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