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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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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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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邦健康 股票代码 0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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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云辉 陈志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69 号 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69 号 

电话 023-67886900 023-67886985 

电子信箱 Huapont@163.com Huapon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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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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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1,483,647.34 5,079,652,169.98 5,079,652,169.98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6,108,061.84 313,642,485.63 311,928,388.60 -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4,506,578.29 295,548,923.45 295,548,923.45 -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5,760,626.00 282,674,831.06 282,668,063.06 149.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5 0.15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5 0.15 0.00%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3.23% 3.2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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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17,933,446.87 26,551,501,975.89 26,644,422,548.90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29,600,456.97 9,064,945,720.34 9,065,679,993.86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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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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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汇邦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67% 290,449,804 0 质押 179,849,800 

张松山 境内自然人 5.91% 117,095,583 87,821,687 质押 86,170,000 

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4.08% 80,790,000 0 质押 0 

李生学 境内自然人 3.97% 78,566,039 0 质押 19,000,000 

董晓明 境内自然人 3.96% 78,387,988 0 质押 0 

张一卓 境内自然人 3.78% 74,861,821 0 质押 42,930,000 

于俊田 境内自然人 2.94% 58,208,315 43,656,236 质押 49,530,000 

肖建东 境内自然人 2.10% 41,505,472 0 质押 0 

王加荣 境内自然人 1.37% 27,180,308 20,385,231 质押 20,880,000 

王榕 境内自然人 1.07% 21,207,776 15,905,832 质押 1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张松山先生为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张一卓先生为张松山先生之子，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存在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7,049,

804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63,400,0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90,449,80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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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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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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 2015年公

司债券 

15 华邦债 112270 2020 年 08 月 14 日 8,027.4 5.72% 

北京颖泰嘉和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17 颖泰 01 143383 2022 年 11 月 08 日 120,000 6.8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1.96% 52.15% -0.1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93 3.81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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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加，各个行业变革进一步深化，公司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报告期内，公

司合并后实现营业收入50.21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2.96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扣非后净利润为2.75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12%，主要是公司农化业务有所下滑所致。 

在医药领域，“4+7”药品国家带量采购、DRGs（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类付费）和国家重点监控药品目录等政策陆续实施，

医药行业在严厉的市场监管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行业增速有所放缓。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增加研发投入，积极开拓县

域基层市场，医药板块业绩增长稳定。 

在农化领域，国内环境保护、安全管理的压力持续升级，行业整合加速，规模化优势企业集中度提升，散乱污中小企业

被淘汰出局，行业优胜劣汰成为常态。行业整体依然处于景气时期，环保条件较好、技术先进的正规生产企业市场占有率和

利润率均有所提升。报告期内，受益于环保去产能以及下游需求刚性，公司农化产品价格稳中有升，但由于欧洲、北美等地

自然灾害影响，种植季延迟，下游客户订单量下降，公司农化业务销售收入相比去年同期有所下滑。 

在旅游领域，国内整体旅游收入稳步增长，文化和旅游消费活跃也更趋日常化。报告期内，旗下丽江旅游景区因索道票

价下调导致毛利率降低，但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开源节流，有效降低了索道业务票价下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同时公司报告期

内积极拓展业务，多个旅游项目业务量增长迅速，总体经营业绩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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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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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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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变更财务报表格式 

无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

款"与"应收票据"列示，将"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

列示，其他列报格式的变更对本公司财务

报表无影响。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

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 《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 

第七届董事第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披露的《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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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报告期向张一卓先生购买股权取得卓瑞纵横99%的股权，张一卓先生系实际控制人张松山先生

之子。 

②处置子公司：报告期子公司华邦酒店处置其全资子公司华邦国际旅行社，自丧失控制权权始，华邦国际旅行社将不纳

入合并范围。 

③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报告期公司由于新设而增加的子公司包括：华普药物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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