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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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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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盛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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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6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富君

李静

办公地址

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

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

电话

0435-6236009

0435-6236050

电子信箱

dfj1010@sina.com

yishenglj@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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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894,638.67

505,302,444.58

-2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843,900.69

40,051,961.83

-1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881,533.12

36,592,746.57

-23.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709,022.32

120,240,092.59

-66.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92

0.1210

-18.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92

0.1210

-18.02%

1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
本报告期末

2.14%
上年度末

-0.4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490,038,186.79

2,496,513,671.23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48,501,752.52

1,932,205,431.83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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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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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益胜

境内自然人

39.08%

129,348,530

刘建明

境内自然人

4.21%

13,937,503

赵伟

境内自然人

1.37%

4,520,000

李国君

境内自然人

1.01%

3,357,165

尹笠佥

境内自然人

0.69%

2,290,176

薛晓民

境内自然人

0.67%

2,219,619

王斌

境内自然人

0.53%

1,763,422

李铁军

境内自然人

0.39%

1,304,600

韩高龙

境内自然人

0.38%

1,272,399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0.36%

1,201,000

耿晓宁

0.36%

1,191,391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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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11,397

2,219,619

1、上述股东中张益胜、刘建明、李国君、尹笠佥、薛晓民、王斌、李铁军之间不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的说明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赵伟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20,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3,6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520,000 股。
明（如有）
2、韩高龙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68,498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03,901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272,399 股。
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
，2017 年 2 月 3 日，中国证监会网站发布了《行政
处罚决定书》，因公司股东尚书媛、王玉胜、刘建明、王斌所持股份存在代持的情形，以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股份存在被代持的情形，导致公司所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虚假记载，并对公司、张益胜、李铁军等 21 名责任人员予以
了处罚。
为尽快解决因部分股东代持股份导致信息披露不真实的问题，经公司反复咨询和论证，制定的整改方案为：由代持股东
在现行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采取减持代持股份的方式，尽快还原股东的真实持股情况。其中尚书媛、王玉胜、王斌三位
股东已不存在代持情形。
因在本报告披露的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刘建明所持股份仍存在代持的情形，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
实、准确、完整，公司将前 10 名股东的持股情况按照排序进行了顺延，由前 10 名顺延披露至前 11 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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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制定的整改方案，刘建明在减持代持股份过程中，将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
发，在充分考虑减持对二级市场股价影响的情况下，采取最佳的方式进行减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代持股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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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扰乱了整个社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家
医疗资源重心也放在了防疫和抗疫上，各级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及患者就医计划均受到影响，药品终端需求下降。同时，公
司以线下特许加盟美容院为主要销售模式的化妆品板块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在疫情期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有序复
工复产，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以科技创新和加强内部管理为重点，外抓市场，内抓管理，不断进行创新突破，确保公司
可持续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689.4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1.4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284.39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8.00%。
药业方面：疫情期间，公司产品生脉注射液被国家卫健委列入新型冠状病毒诊疗方案的推荐药品，清开灵注射液被部分
省份列入推荐药品，为保证市场供应，2月11日，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开始全面恢复生产。同样受新冠疫情的
影响，公司主导处方药品因医院就诊患者数量减少、物流配送受到限制等因素影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报告期内，公
司胶囊类产品实现销售收入20,027.38万元，较上年下降14.33%；针剂类产品实现销售收入9,013.78万元，较上年下降17.50%。
研发方面：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发明专利4项，其中：化妆品相关专利2项，药品相关专利2
项；完成了红参维生素饮品、人参片、红参葛根植物饮品等6款食品的备案工作；腹痛贴、舒筋活络搽剂、痒力克凝胶三款
产品获得了保健用品证书。
保健食品方面：保健食品是公司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板块中以人参食品为主，同时涵盖蜂制品及其他食品。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销售渠道覆盖范围、消费者对人参文化的认知和了解程度、宏观经济形势及终端消费能力等多重因
素影响，保健食品实现销售收入2,294.7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3.42%。
化妆品方面：由于公司化妆品板块主要采取线下特许加盟的销售模式，新冠疫情对该板块冲击较大。报告期内，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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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公司实现销售收入8,761.9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61%，实现净利润1,554.3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3.79%。
其他方面：为促进公司人参产业的发展，公司正在积极研究和探索新的销售模式和销售渠道，力争通过采取与时俱进的
宣传推广模式，提高人参类产品的销售份额，从而降低新冠疫情对公司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被评为“吉林省优秀民营企
业”，并入选“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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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
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
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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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张益胜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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