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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2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2019-038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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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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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森制药 股票代码 00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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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永青  

办公地址 益阳市银城南路  

电话 0737-6351486  

电子信箱 office@hansen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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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19,493,223.72 428,133,397.44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900,694.70 60,681,186.67 1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6,248,160.66 57,865,429.26 14.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307,369.59 97,751,690.22 -45.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29 0.1206 18.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29 0.1206 18.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0% 4.86% 0.2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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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 

总资产（元） 1,848,425,171.77 1,798,360,607.85 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42,481,947.76 1,363,344,314.12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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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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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汉森股

权投资管理

有限合伙企

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14% 201,976,189 0 质押 123,686,390 

上海复星医

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2% 24,263,820 0   

#王远霞 境内自然人 3.62% 18,219,677 0   

#刘天骄 境内自然人 3.27% 16,472,138 0   

#王征宇 境内自然人 3.12% 15,722,960 0   

#姜爱福 境内自然人 2.21% 11,140,390 0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11% 10,638,631 0   

#颜秋荣 境内自然人 2.01% 10,119,420 0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9% 10,030,000 0   

#李伟峰 境内自然人 1.92% 9,657,86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前 10 名股东中，新疆汉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持有本公司 40.14%的股份，为本

公司控股股东。2.2019 年 5 月 23 日，新疆汉森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协议书》，将持有的本公司 59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进行股票约定式购回

交易，购回期限为 365 天。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实施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增至 10,030,000 股。3.其他股东

未知其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公司控股股东新疆汉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5,895,389 股外，还通过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080,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201,976,189 股。2.公司股东王远霞通过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219,677 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

份 18,219,677 股。3.公司股东刘天骄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16,472,138 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6,472,138 股。4.公司股东王征宇通

过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722,960 股，实际合计持有

本公司股份 15,722,960 股。5.公司股东姜爱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3,320 股外，还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107,070 股，实际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份 11,140,390 股。6.公司股东颜秋荣通过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119,420 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0,119,420 股。7.公司股

东李伟峰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657,863 股，实际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9,657,86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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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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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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入第11个年头，我国医药行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宏观经济环境和医

药行业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紧紧围绕“守正出新，确保‘四个安全’，继续保持

业绩稳定增长，持续提升企业运行质量”的工作思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开拓

市场，加快经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绩指标实现稳步增长，经营管理、运行质量进一步提升。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9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90.07万元，同比增长18.49%，

各业务有序推进，盈利水平稳中有升，较好的完成公司上半年的经营目标。 

2019年上半年，公司战略实施情况如下： 

在生产质量方面，公司生产部门围绕年度经营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继续完善生产计划，合理安

排生产任务，提升生产综合效力。持续推进旧车间改造及新厂南区口服液改造项目，通过新设备采购、车

间改造，持续提升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同时公司切实强化安全质量日常管理，严格执行新版GMP

要求，加强生产各环节的管理，实现安全、质量事故追责常态化，通过落实现场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制，确

保公司现场安全管理不留死角。围绕着风险控制、持续改进、规范工作、质量第一的管理思路，持续提升

质量控制的准确性、质量保证的预见性及风险控制能力，确保产品质量稳定性，有效防控安全、质量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组织开展技术改进、技术攻关活动，通过各项技术攻关和产品工艺的改进，对工艺规

程和岗位操作规程进行细化，对设备提出技改建议和方案，提高稳定产品质量的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

为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报告期内，公司共接受2次省、市食药监管部门的专项监督检

查，均顺利通过。 

在产品营销方面，公司的营销改革围绕医药环境变化而不断地充实、调整和完善。公司持续优化产品

结构，继续做大主导产品市场，同时加大其它优质产品的营销投入，实现新产品销售突破。把握好四磨汤

口服液安全性再评价成果和天麻醒脑胶囊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契机，持续提高主导产品销量。在加强银杏

叶、缩泉胶囊等梯队建设的同时，重振造影剂销售。进一步强化专业化分工，将造影剂系列产品和康佰佳

的代理品种——肠胃宁胶囊、汉森制药和永孜堂制药的普药产品分列出来，将原有的四大业务板块扩充为

六大业务板块，实现营销要素的更优组合。通过市场调研与分析，为营销战略及战术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

建立产品合理、科学的市场定位和市场细分；通过学术推广，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为企业实现盈利和创

造价值；通过营销策划与市场推广，提高品牌知名度，逐步形成品牌美誉度及忠诚度，为实现营销目标提

供支持。规范市场操作行为，理顺代理和自营两种市场操作关系，保护好市场秩序，维护好市场价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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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控销大文章。 

在产品研发方面，公司不断加大科研投入，2019年上半年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资金1363.13万元。报告

期内，公司已开展5个产品的一致性评价，且在化药一致性评价项目上取得阶段性进展和成果，其中碳酸

氢钠片已与今年3月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成为全国前三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卡托普

利片进入发补阶段；雷尼替丁胶囊进入技术审评阶段；卡马西平片正在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碘海醇

启动一致性评价工作。 

在安全环保方面，公司非常重视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将安全生产和环保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进一步明确各级领导、各个部门以及员工的安全环保责任。把有效落实安全措施作为安全管理的切入点，

把安全生产和环保现场管理工作当作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公司根据生产计划安排、生产区域和生产环

节不同特点等情况，制订了相应的管理措施，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和危险点分析，确保每

项工作、每个流程、每个细节有效落地，强化各个基层岗位的安全环保工作责任。报告期公司坚持“安全

第一，预防第一，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的安全方针。强化现场监督监管，深化隐患排查治理，2019年上

半年死亡和等级工伤事故为零，实现了企业安全发展。同时加大环境保护资金投入，环保持续改善，顺利

通过环保部门组织的多次环保检查和验收工作。 

在内部管理方面，加强企业内部治理，根据公司制度建设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完善了合同管理

规定等多项制度，通过推行“精准管理”理念，明确岗位职责，紧盯制度，重在落实；开展降本增效，加

强成本管控和预算管控；注重人才培养，强化职能部门履职和绩效考核，实现有效激励，继续完善人力资

源管理体系，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薪酬和考核体系，通过适当激励留住人才，促进公司健康发展。进一步

加强对公司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分行政和生产两组，由公司分管领导带领职能部门人员，每周通过

现场检查的方式，针对检查中的问题给予情况通报，督促和帮助问题的整改，公司工作环境得到不断改进。

报告期内，重点进行了现有绩效管理制度的完善，围绕安全、质量、成本等关键指标建立了量化考核指标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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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

表，本公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

行。根据财会[2019]6号的相关要求，本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

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6号通知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94,774,401.80  
应收票据       56,057,174.05  

应收账款      238,717,227.7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0,778,752.11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0,778,752.1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51,791,513.17  
应收票据       52,613,147.67  

应收账款      199,178,365.5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3,598,289.37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3,598,28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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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根据上

述文件要求，本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

关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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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称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时间 

湖南汉森医药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注：湖南汉森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0日清算完毕，并于2019年2月

28日完成工商注销手续。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令安 

2019年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