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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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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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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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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中药业 600750 东风药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永静 丁圆圆 

电话 0791-88169323 0791-88169323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道

788号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道

788号 

电子信箱 jzyy@jzjt.com jzyy@jzjt.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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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6,309,334.63 3,364,102,129.40 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08,564,752.53 2,915,203,145.54 3.2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1,157,841.92 81,249,014.81 172.20 

营业收入 895,231,041.28 877,665,458.19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8,361,606.99 210,444,006.24 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4,267,757.91 215,476,324.41 4.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54 7.73 减少0.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4 0.50 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4 0.50 8.00 

说明：公司于2018年6月实施完毕《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其中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4股，共计转增12,000万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由30,000万股增加至42,000万股。根据

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年修订）》的规定，报告期内，本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各比较期间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按照调整后股数重新计算。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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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43.03 180,714,324 0 质押 30,814,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2.52 10,594,08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85 3,588,386 0 无 0 

陈海涛 其他 0.64 2,706,480 0 无 0 

林宜坦 其他 0.63 2,665,656 0 无 0 

林凡 其他 0.44 1,831,734 0 无 0 

罗军 其他 0.42 1,781,50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其他 0.38 1,601,582 0 无 0 

黄崇芳 其他 0.34 1,439,228 0 无 0 

韩发景 其他 0.32 1,360,41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

其他九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说明：1、公司控股股东江中集团报告期内增加 51,632,664 股及股权质押数由 22,010,000股增加

至 30,814,000 系公司于 2018年 6 月实施完毕《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其中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所致。 

2、2018 年 8 月，控股股东江中集团原质押给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840 万（公司实施转

增股本前该部分质押股权是 600 万股）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解除手续。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江中



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中累计质押 2241.4 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2.40%，占公司总股本 

5.3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其他说明：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拟取得控股股东江中集团不低于 51%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如交易完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江西省国资委变更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国

务院国资委。上述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需按照规定履行国有资产交易等报批程序，尚存在不确定

性。目前，各方正积极推进后续相关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上半年总结 

2018年是医药行业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地和实施的一年，面对规范与扶持并重、机遇与挑战并

存的行业环境，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营效益为核心，继续深耕中药产业，聚焦品类和品

牌，夯实现有业务基础，推动品类延伸与外延整合，实现健康平稳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8.95亿元，同比增长 2%。 

（1）营销方面 

非处方药类：优化定位、品类延伸，聚焦优势领域夯实现有业务基础。一方面，从品牌与渠

道联合发力，优化定位与传播，将传统硬广投放与植入冠名、渠道媒介化、终端媒介化等多种方

式结合，并继续强化连锁终端特别是与百强连锁的深度合作。另一方面，聚焦优势领域实施品类

延伸，推出儿童装乳酸菌素片、乳酸菌素颗粒、口腔炎喷雾剂等新品，丰富产品结构。报告期内

非处方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7.70亿元，同比增长 3.72%。 

保健品及其他：功效升级、渠道拓展，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针对产妇人群，推出了剖宫产

术后伤口愈合和子宫修复的初元复合肽营养饮品Ⅲ型，并在部分市场开展营销试点。重新梳理产

品定位，对参灵草产品启动真实世界研究，开展互动营销，推动新兴渠道合作和终端覆盖。因保

健品市场整体低迷、产品升级需重塑消费者认知、媒体宣传不足等因素，报告期内保健品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 1.18亿元，同比下降 9.24%。 

酒业板块：公司业务板块产品为杞浓酒（由纯枸杞经发酵并蒸馏而成的白酒），策略仍以保留

和探索为主。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06万元，同比增长 60.50%。 

（2）生产及采购。围绕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节能减排、持

续改善、绿色江中、造福人类”的环境方针，秉承质量安全第一、创新、高效理念，继续倡导践

行“制造文明”。报告期内产品质量一次性合格率 100%，并在 6 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组织开展

的“回头看”工作中，顺利通过各级环保局的多次突击检查。 

采购方面,推行项目化管理模式，对关键物料的年度采购工作、采购管理工作等进行立项，保

证采购环节高效透明。同时，积极做好供应商管理，提升供货质量，并运用多样化采购策略与重



点品种标准化采购手册相结合等方式有效控制原材料采购成本。 

（3）研发方面。公司围绕大健康发展战略，推进科研项目、平台建设、产品研发注册管理和

创新性科研人才培养，开展了参灵草真实世界研究、新型初元等新产品研发和六味地黄膏等老产

品的工艺提升研究。报告期内，公司新研发中心项目已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4）报告期内，公司启动桑海制药和济生制药控制权收购项目，积极推动省内资源整合，迈

出公司外延发展第一步。 

2、行业发展及下半年计划 

（1）行业发展情况 

经 2009-2011三年医改、2012-2015的“十二五”医改，“十三五”规划首次将“健康中国”

纳入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民医保体系、基本药物制度基本

建立并不断完善，医疗健康产业快速发展，近年医药工业保持了 10%以上的持续增长。 

2018 年上半年医药行业运行平稳，收入增速较 2017年同期略有提高，利润总额增速较 2017

年同期略有下降。根据 wind数据统计，2018年 1-6 月医药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577.3亿元，

累计同比增长 13.5%（2017 年全年为 12.5%）；实现利润总额 1,585.7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14.4%

（2017年全年为 17.8%）。 

2018年上半年，国务院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与医药健康相关的管理部门进行了较大调整，

新组建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国家医疗保障局，其中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承接了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职责。新监管框架与医保、医药、医疗相呼应，有利

于加快推进药品供给侧改革、优化提升药品市场监管效率及完善巩固医保治理体系，进一步促进

医药行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同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中药经典

名方目录公布、中药配方颗粒试点逐步放开，古老的中医药焕发出勃勃生机。此外，随着两票制、

处方外流、药店分级等各项医改措施落地和深入执行，对行业的影响逐渐显现，药品零售终端正

在加速整合，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品牌 OTC与品牌药店（连锁药店）的合作将更加紧密。 

（2）下半年计划 

2018年下半年，公司将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坚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充分发挥公司品牌优势，

以内生创新增长与外延并购发展相结合，着力培育新增长点，推动转型升级，促进公司业务健康

稳步发展。 

非处方药板块，按照品类延伸策略继续推动品类优势品种的筛选和上市；强化连锁终端合作，

重点加强与区域连锁的合力，共同开发终端门店资源，打造终端动销标杆店、终端形象标杆店；

继续探索多样化营销传播方式，打造空中、网络、地面三维一体的海陆空立体化协同作战宣传模

式。 

保健品及功能食品板块，继续拓展渠道、探索模式，加快新品开发，尝试互动营销，贯通线

上线下用户数据库，积极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优化参灵草真实世界研究方案，加快临床数

据采集进程，为产品力提供临床数据论证。 

外延并购方面，稳妥有序推进桑海制药和济生制药控制权收购事项。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