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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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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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浙江震元

股票代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周黔莉
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北路 289 号
0575－85144161
000705@zjzy.com

000705

证券事务代表
杨婧华
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北路 289 号
0575－85144161
000705@zj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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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1,254,455,714.21 1,183,846,063.69 1,180,423,242.73
5.96
42,685,622.95
25,842,685.65
26,114,428.03
65.17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302,927.50

22,849,142.06

23,120,884.44

-7,121,050.28
0.1278
0.1278
3.23%

-52,776,775.95
0.0773
0.0773
2.03%

-51,979,578.65
0.0782
0.0782
2.05%

67.63

——
65.33
65.33
1.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上年度末
度末增减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2,105,001,690.79 2,017,140,314.96 2,017,140,314.96
4.36
1,345,628,877.31 1,293,309,710.08 1,293,309,710.08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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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33,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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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震元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美花
境内自然人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深圳市南方鑫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南方鑫泰－私募学院菁英 145 号 境内非国有法人
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化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王申
境内自然人
安徽楚江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司
陈剑刚
境内自然人
夏可云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9.94%
1.60%
1.59%
1.39%

66,627,786
5,346,000
5,304,098
4,646,633

的股份数量
52,074,960
0
0
0

股份状态
——
——
——
——

数量
——
——
——
——

1.16%

3,886,569

0

——

——

1.15%

3,852,276

0

——

——

1.11%

3,712,629

0

——

——

0.91%

3,031,783

0

——

——

0.87%
2,916,218
0
——
——
0.83%
2,782,001
0
——
——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1、王美花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5,304,098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5,304,098 股；
2、深圳市南方鑫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方鑫泰－私募学院菁英
145 号基金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3,886,569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86,569 股；
3、王申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3,712,629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712,629 股；
4、陈剑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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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6,218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916,21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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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是“十三五”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也是多项医药改革政策的落实之年。两票制、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医改措施在 2017 年全面铺开，加速全医疗行业的洗牌过程。各项政策举
措覆盖从药品供给侧到需求侧各个环节，逐步打破现有的药品流通价值链条，并倒逼医药行
业其他环节，使整个医疗行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同时，
“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实施给医药市
场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面对复杂多变的行业政策环境，公司经营班子紧紧围绕年初既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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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方针，勇毅笃行，砥砺奋进，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合并）12.54 亿元，较上年增长 5.96%，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268.56 万元，较上年增长 65.17%。其中，医药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2.11 亿元，
同比增长 26.13%；医药商业实现营业收入 10.44 亿元，同比增长 2.65%。公司再次荣登全国
医药批发企业百强、浙商 500 强榜单，并入围 2016 年度中国医药商业 50 强；震元连锁再次
被评为全国医药零售企业百强和中国药店百强，震元堂、善禄堂、国药馆等 4 家门店进入全
国单店百店榜；震元制药“制药技术创新团队”被列入第四批绍兴市重点创新团队。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以“调结构，保增长，讲规范，强素质，促效率”为工作主线，
重点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1、提质增效，着力做强做大市场
面对药品集中采购、药品一致性评价、营改增和两票制等带来的较大冲击，公司各生产
经营部门迎难而上，通过各种举措努力化解，砥砺奋进。医药批发：面对“两票制”、医院二
次议价、医疗器械 GMP 认证等挑战，着力抓好服务提升、质量提升工作，着重抓好与医疗机
构的各项对接工作，扎实推进以服务促市场，以质量赢得更多市场。上半年，药品事业部收
入与上年持平，药材分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22.33%。医药零售：加大门店拓展步伐，
抓住门店医保统筹机遇，积极拓展慢病管理和医保统筹业务，加快推进 DTC 药房发展和电子
商务，上半年，零售连锁实现营业收入 23,142.6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72%，其中 DTC
药房较上年同期增长 82.37%。医药工业：震元制药全力做好“供给侧”的大文章，开足马力
释放产能，实现了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原料药、制剂、国际业务三线并进，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 21,092.38 万元，同比增长 26.13%。其中：原料药实现营业收入 10,985.36 万元，同
比增长 29.93%；制剂实现营业收入 9,893.41 万元，同比增长 23.49%。出口实现营业收入 2,501
万元，同比增长 114.36%。中药饮片公司重点做好中药材基地建设、中药饮片质量控制，和
煎药房的扩建工作，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676.57 万元。医药健康服务，同源健康的震元堂
母婴护理中心着重做好服务工作，通过内部调整增加月子房，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537.12 万
元，同比增长 56.92%。
2、顺势发展，加快医药产业项目建设
公司着力抢抓“健康中国”发展契机，进一步延伸医药、健康产业链。一是积极推进腺
苷蛋氨酸原料扩产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可保障该产品未来几年持续增长。二是继续抓好中
药材基地建设，扩大震元中药材的优势品种群，从源头上保证中药饮片的产品质量，上半年
新增罗汉果、灵芝、牡丹皮、知母四个基地，中药材基地总数达 24 个。三是积极推进煎药房
扩建项目，满足不断提升的中药代煎业务需求，扩建后新的现代智能化煎药中心将有效提升
煎药效率及品质。四是为改变现有震元堂母婴护理中心一床难求的局面、提升效益，上半年
同源健康抓紧做好新开门店的踏看工作，为下一步发展作好准备。五是环保方面，在对固废、
废水治理的基础上，震元制药又投资 2000 万元启动废气治理工作，中药饮片公司也启动实施
了废气治理项目，目前设备的调试工作正在进行中。
3、创新驱动，着力提升产品品质
上半年，公司紧抓研发突破点，积极培育企业可持续发展后劲。一是加快已立项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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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进程，消化系统新药和镇痛类新药积极按计划进行资料申报和工艺试验工作；二是震元
制药结合企业企业实际，做好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罗红霉素片、克拉霉素片等产品按计划
有序推进。三是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现有产品的竞争优势，上半年通过积极的工艺改进，罗
红霉素原料药总杂和单杂指标得到不断降低，产品内在品质得到客户的进一步认可；丁二磺
酸腺苷蛋氨酸在提高技经水平，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启动菌种改造工程，产品市场优势将
进一步提升。四是立足公司实际，筛选新药品种，震元制药积极走访中科院、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物研究所，广泛寻找和筛选适合企业未来发展的品种。
4、勤练内功，着力强化内控管理
半年来，公司积极顺应“强监管”态势，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强化经营、质量、安全、
环保、现场管理等关键点管控。一是进一步梳理和完善现有制度，先后对募集资金管理、内
部审计、销售管理、应收账款管理、合同管理等多项制度进行完善，预防各项风险，提升管
理效能。二是不断健全 GSP、GMP 长效管理机制。上半年公司结合国家药品新出台修订规定，
修订、完善并下发《质量管理文件汇编》，震元制药硫酸奈替米星原料药生产线通过了德国
GMP 复认的证现场检查，公司及子公司顺利通过各类质量飞检。三是完善安全管理责任制度，
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监督检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夯实安全工作基础，确
保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展开。四是加大环保投入，震元制药及中药饮片公司投入资
金对废气进行治理，公司及子公司根据相关要求，做好截污纳管工作。
5、多措并举，增强企业文化建设
上半年，公司通过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动载体，将震元中医药文化融入企业品牌，增强企
业文化软实力。开展以“厚植工匠文化、建功震元发展”为主题的劳动竞赛活动，进一步培
育和弘扬工匠精神；公司职代会讨论通过了职工绩效、职工疗休养管理、劳动合同等内容，
保障职工切身利益，增强企业凝聚力；深化校企合作，继续与元培学院合作开设 “震元”班，
为公司提供专业人才；传承与发扬震元中医药文化，与文理学院共同建立震元中药标本馆，
将中国传统节日与震元文化相结合，推出腊八节、端午节等一些列活动，让震元品牌更加深
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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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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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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