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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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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78,199,762.72 5,021,483,647.34 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7,456,578.46 296,108,061.84 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93,076,507.56 274,506,578.29 6.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8,887,795.61 705,760,626.00 -17.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5 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5 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3% 3.21% 0.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9,115,908,624.58 26,636,399,413.94 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02,254,195.90 9,340,773,415.18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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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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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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 370,449,804 0 质押 215,270,000 

张松山 境内自然人 5.91% 117,095,583 87,821,687 质押 54,620,000 

董晓明 境内自然人 3.96% 78,387,988 0 质押 0 

李生学 境内自然人 3.80% 75,22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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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44,000,000 33,000,000 质押 30,600,000 

肖建东 境内自然人 1.62% 32,130,772 0 质押 0 

王加荣 境内自然人 1.37% 27,180,308 27,18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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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6% 16,990,644 0 质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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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 

    1、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10,44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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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70,449,804 股； 

2、李生学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6,54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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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0,1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75,223,589 股； 

3、张一卓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9,36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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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0,000 股，实际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74,861,821 股； 

4、肖建东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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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1,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公司股 32,13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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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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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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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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0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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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1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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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6% 50.28%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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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3.93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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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全球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世界经济显著下滑，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疫情危机，截止6月底，

全球确诊病例超千万，死亡人数逾五十万人。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调动产能、积极生产公司旗下入选新冠肺炎治疗方案

的4款药品。行业方面，受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及处方外流等政策影响，竞争进一步加剧，医药企业逐步从销售导向型向

研发生产型进行转变。对此，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应对，坚定执行医药、医疗“大健康”发展战略，加强研发创新和产品

布局，加速推进农化、新材料板块独立运营，旗下控股子公司颖泰生物成功入选新三板精选层，成为全国首批精选层挂牌企

业，控股子公司凯盛新材分拆至创业板上市申请已获深交所正式受理。借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的契机，本次颖泰生物精

选层挂牌及凯盛新材分拆上市有助于实现农化、新材料板块独立深耕运作，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厘清业务布局，培育多样化资

本平台，聚焦医药、医疗“大健康”产业，重塑公司估值体系。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7,819.9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671.61万元，同比增长3.12% ；实现营业利润

54,250.5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046.13万元，同比增长1.9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745.66万元，比去年

同期增加2,134.85万元，同比增长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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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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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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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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