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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3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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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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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安堂 股票代码 00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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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少彬（代职）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金园工业区揭阳路 28 号广

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麒麟园 
 

电话 0754-88116066-188  

电子信箱 t-a-t@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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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408,324.10 1,638,123,816.96 -2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9,602,162.88 26,433,196.67 1,86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5,212,937.95 -4,710,608.97 -2,770.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3,268,140.34 -203,791,708.81 307.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03 2,1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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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03 2,1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5% 0.50%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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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1,263,599.42 9,077,058,813.52 -1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41,075,466.74 5,237,831,865.89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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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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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太安堂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93% 191,190,110 0 质押 76,043,700 

欧明媚 境内自然人 6.90% 52,900,000 0   

柯少芳 境内自然人 3.89% 29,850,000 22,387,500 质押 29,850,00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42% 3,200,000 0   

毛路平 境内自然人 0.40% 3,055,500 0   

周雄飞 境内自然人 0.39% 3,000,000 0   

宁波磐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和瑾丰盈 3

号磐石私募投

资基金 

其他 0.28% 2,155,200 0   

陈光南 境内自然人 0.23% 1,743,600 0   

王华 境内自然人 0.21% 1,611,304 0   

上海复熙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复熙混合 12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1% 1,600,29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的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柯少芳是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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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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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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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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太安堂

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

券 

16 太安债 112336 2016 年 02 月 02 日 2021 年 02 月 02 日 90,000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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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 28.33% 40.2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9.54 2.61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

产出售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向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出售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47.35%股权，转让对价为74,813.00万元。2021年5月10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并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2021年5月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董事根据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此事项。截至2021年7月15日，公司原

持有的康爱多47.35%的股权已过户至成都医云，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于2021年7月6日换发了新的营业执

照。（详见2021年4月22日、5月11日、5月14日、7月15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33、2021-34、2021-35、2021-36、2021-37、2021-38、

2021-39、2021-56、2021-57、2021-58、2021-082、2021-083）。 

 
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

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其持有的参股公司广州金皮宝置业有限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广东宏鼎房地产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转让对价为22,482.9万元。2021年6月7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详见

2021年5月22日、6月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61、2021-62、2021-63、2021-64、2021-65、2021-66、2021-67、20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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