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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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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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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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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通 600998 无 

 

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新扬 刘志峰 

电话 027-84683017 027-84683018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 

电子信箱 believen@jztey.com believen@jztey.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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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01,841,457.76 80,823,843,660.80 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117,845,373.99 21,826,656,053.01 5.9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61,981,104,393.00 51,349,435,440.89 2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72,155,197.16 1,258,843,321.65 7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78,705,248.18 958,950,860.46 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52,343,299.16 -2,610,589,237.80 52.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20 6.86 增加3.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16 0.66 75.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12 0.65 72.31 

注：公司在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指标时，扣除了优先股、永续债已宣告发

放和未宣告发放的股利。 

说明： 

1、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72.55%，主要原因是公司

主营业务稳定增长，以及公司持有上市公司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形成的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等，形成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达 11.93 亿元，以上因素共同促进了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52.03%，大幅改善，主要

系公司销售回款增加、回现款率提升等原因所致。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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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58 404,441,118   质押 258,060,000 

狮龙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41 213,894,000   无 0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65 124,624,583   质押 96,740,000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8 102,763,876   无 0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5 102,113,898   质押 101,781,17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34 100,000,000   未知   



楚昌投资－海通证券－19 楚

昌 EB01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其他 3.39 63,500,000   无 0 

楚昌投资－海通证券－19 楚

昌 EB02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其他 3.20 60,000,00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91 54,550,498   未知   

北京博润银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博润银泰多策略 7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8 33,378,123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楚昌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楚昌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刘宝林，上海弘康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弘康）和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点金）的控股股东为楚昌集团,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

司（中山广银）的控股股东为刘树林，因刘宝林和刘树

林为胞兄弟关系，以上四家法人股东上海弘康、楚昌集

团、北京点金和中山广银构成关联关系，且楚昌投资－

海通证券－19 楚昌 EB01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楚昌投

资－海通证券－19楚昌EB02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为楚

昌集团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专门开立的专用证券账户，

与楚昌集团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上海弘康、楚昌集团（包括楚昌投资

－海通证券－19 楚昌 EB01、EB02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

户）、北京点金、中山广银、刘宝林及刘树林为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5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份

增减变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国家持有

股份的单位 
0 25.00 5,000,000 优先股 未知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 

代表国家持有

股份的单位 
0 25.00 5,000,000 优先股 未知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 

代表国家持有

股份的单位 
0 20.00 4,000,000 优先股 未知   

工银资本管理有限 代表国家持有 0 20.00 4,000,000 优先股 未知   



公司－工融金投二

号（天津）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股份的单位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国家持有

股份的单位 
0 10.00 2,000,000 优先股 未知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

与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公司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九州通可转换公司债券 九州转债 110034 2016/1/15 2022/1/14 149,916.90 

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票面利率

为第一年 0.20、

第二年 0.40、第

三年 0.60、第四

年 0.80、第五年

1.60 、第六年

2.00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 

20 九州通

MTN001 
102002343 2020/12/22  20,000 6.00 

民生加银资管-九州通应

收账款第五期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疫情防控 abs）

优先 A 级资产支持证券 

JZT5 优 A 168160 2020/6/2 2022/3/18 36,000 3.60 

民生加银资管-九州通应

收账款第五期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疫情防控 abs）

优先 B 级资产支持证券 

JZT5 优 B 168161 2020/6/2 2022/3/18 11,500 4.00 

民生加银资管-九州通应

收账款第五期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疫情防控 abs）

次级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JZT5 次 168162 2020/6/2 2022/3/18 2,500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

资产支持票据优先 A 级 

21 九州通

ABN001

优先 A 

082100007 2021/1/7 2022/11/8 72,000 4.95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

资产支持票据优先 B 级 

21 九州通

ABN001

优先 B 

082100008 2021/1/7 2022/11/8 23,000 5.30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

资产支持票据次级 

21 九州通

ABN001

次 

082100009 2021/1/7 2022/11/8 5,0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7.97 %  68.31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7.37   4.81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 22.9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3.05％，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7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2.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提

升，主要是公司持有上市公司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等，形

成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达 11.93 亿元，同比增长 297.96%。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