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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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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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邦制药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39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船

林翰林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与航天大道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与航天大道
交汇处科开 1 号苑
交汇处科开 1 号苑

电话

0851-88660261

0851-88660261

电子信箱

xygg1996@163.com

lhlin410@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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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749,725,971.68

2,469,303,661.33

1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6,530,597.79

129,972,640.65

1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9,332,237.28

115,729,766.90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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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00,079.27

-136,424,038.40

95.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8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

2.44%

-0.16%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1,484,803,177.71

10,797,081,200.48

6.37%

6,447,931,695.90

6,352,062,815.88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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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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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誉曦创业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有限公司 人

10.52%

179,382,175

张观福

10.52%

179,382,174

贵州贵安新区
境内非国有法
金域投资中心
人
（有限合伙）

8.87%

151,175,957

UCPHARM
COMPANY
LIMITED

境外法人

5.66%

96,460,903

96,460,903

表卫东

境内自然人

4.88%

83,194,110

0

琪康国际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3.76%

64,069,935

64,069,935 质押

64,069,935

北京民生新晖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合伙企业
人
（有限合伙）

3.25%

55,465,868

55,465,868 质押

39,000,000

嘉兴海东清投
境内非国有法
资管理合伙企
人
业（有限合伙）

2.32%

39,520,958

39,520,958 质押

39,520,958

安怀略

2.27%

38,669,620

37,912,815 质押

35,660,000

1.61%

27,481,806

27,481,806 质押

27,481,80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杭州海东清科 境内非国有法
技有限公司
人

0 质押

179,382,175

158,400,000
80,432,682 质押

119,230,000

安怀略是贵州贵安新区金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二者为一致行动人；
UCPHARM COMPANY LIMITED 与杭州海东清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兄妹关系，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为一致行动人；琪康国际有限公司与嘉兴海东清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
的说明
制人均为徐琪，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不适用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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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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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17 年 06 月 0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
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6）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7 年 06 月 07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17 年 06 月 0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
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6）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7 年 06 月 07 日

注：2017年5月10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观福先生的通知：张观福先生已与西藏
誉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并于2017年5月23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拟将其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358,764,3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04%）转让给西藏誉曦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2017年6月2日完成了179,382,175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截止2017年6月30日，西藏誉曦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2017年8月10日完成了179,382,174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至此张观福先生358,764,349股已全
部转让给西藏誉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该部分股份转让完成后，西藏誉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朱吉满、白莉惠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上述事项的详情请参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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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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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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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4,972.60万元，同比增长11.36%；实现净利润14,094.69万元，同比增
长17.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653.06万元，同比增长12.74%；基本每股收益为0.09元，同比
增长12.5%；总资产为1,148,480.32万元，同比增长6.37%；净资产为658,319.79万元，同比增长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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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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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
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
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② 本公司执行上述两项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
给本公司的，将对应的贴息冲
减相关借款费用。

冲减财务费用本期金额21995300.00元，调减营
业外收入本期金额21995300.00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
再计入营业外收入

调增其它收益本期金额922500.08元，调减营业
外收入本期金额922500.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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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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