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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06                               证券简称：莱美药业                         公告编号：2021-052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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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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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美药业 股票代码 3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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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丹 陈凤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杨柳路 2 号重庆市

科学技术研究院 B 栋 16 楼 

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杨柳路 2 号重庆市

科学技术研究院 B 栋 16 楼 

电话 023-67300382 023-67300382 

电子信箱 cuidan@cqlummy.com chenfeng@cqlummy.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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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11,968,335.48 598,615,847.15 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392,702.44 -8,103,414.18 49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9,349,737.60 -26,208,769.85 -11.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91,375.61 94,015,967.45 -90.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7 -0.01 447.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7 -0.01 4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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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 -0.52%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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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3,212,506.37 3,147,802,975.26 -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76,425,212.77 1,171,321,390.83 94.3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1,57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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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西梧州中恒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43% 247,426,064 211,111,111   

邱宇 境内自然人 17.46% 184,340,000  冻结 184,340,000 

西藏莱美医药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7% 48,305,376  冻结 48,305,376 

同德乾元（北

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南宁

中恒同德医药

产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2.03% 21,447,778 21,447,778   

广西国富创新

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广投国

宏健康产业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05% 11,111,111 11,111,111   

唐洪梅 境内自然人 1.03% 10,893,355 -3,800   

江文亮 境内自然人 0.96% 10,172,939 2,689,939   

张玉国 境内自然人 0.74% 7,825,240 4,827,740   

曹磊 境内自然人 0.74% 7,810,063 2,823,800   

紫稻（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紫稻资产

东昱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7,755,1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西藏莱美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为邱宇独资公司，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广西梧州

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中恒同德医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广西广

投国宏健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前述情况外，公司上述

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股东唐洪梅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893,355 股； 

2、股东江文亮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2,845,039 股外，还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327,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172,939 股; 

3、股东张玉国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4,746,840 股外，还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78,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825,240 股； 

4、股东曹磊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2,823,800 股外，还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86,263 股，实际合计持有 7,810,063 股； 

5、股东于范易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208,900 股外，还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5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708,9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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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2021年1-6月营业收入为61,196.8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39.27万元，较去

年同期增加4,049.61万元，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特色专科类产品销售收入增加及处置部分子公司取得投资收益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终端市场开发力度，加快建设OTC营销渠道，开启便民药房推广模式，通过“院外+院内”双引擎

销售模式降低因集中采购等宏观政策对莱美舒的销售冲击。同时，公司积极参加了联合采购办公室组织的第五批全国药品集

中采购的投标工作，公司产品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中标本次采购，将提升公司在消化道药物市场的份额，增强公司在PPI 领

域的竞争优势。卡纳琳凭借多年来的临床应用基础和在其他适应症领域的拓展，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后续公司将专注于

上述优势细分领域，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打造甲状腺疾病领域头部企业，进一步做精做强，促进公司业绩的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公司向三名特定对象合计发行的243,670,000股股票已于2021年3月22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一方面稳定了中恒集团的控股股东地位，另一方面认购对象为公司

提供资金支持，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同时，本次公司与中恒集团的战略合作，中恒集团将充分调动优质产业资源，更好

地支持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公司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公司以抗肿瘤、消化道等细分优势领域为基础，打造甲状腺

疾病领域头部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推进子公司处置进度，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处置子公司四川禾正制药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含其全

资子公司四川莱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都禾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莱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60%股权、重庆莱美金鼠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70%股权及常州莱美青枫医药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联营企业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有限公

司和成都美康医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股权，以及通过签署《承包经营协议》的方式，由湖南艾丁格尔科技有限公司对湖南康

源制药有限公司实施整体承包经营，本次处置完成子公司股权将有利于更好地配置公司资源、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有利于公

司进一步聚焦抗肿瘤、消化道、抗感染等优势细分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加速推进创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引进进度，重点推进四川瀛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卡纳琳后

续升级产品，如纳米炭铁等；推进四川康德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如细胞免疫疗法或其他个性化创新医疗技术等产品

研发进度。此外，公司与搭建了多靶点小分子化合物药筛选平台和基于蛋白组学的疾病早期检测和诊断技术开发平台的

AglaeaPharma 共同投资设立了广西阿格莱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将有利于实现新药开发的创新性突破，布局创新小分子药

开发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创新小分子药开发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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