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

603128

公司简称：华贸物流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

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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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贸物流 60312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世宽 李锐

电话 021-63588811 021-63588811

传真 021-63582311 021-63582311

电子信箱 ird@ctsfreight.com ird@ctsfreight.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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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4,734,945.88 3,106,906,079.51 -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95,802,971.00 1,378,815,387.7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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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383,564.35 185,560,291.03 -36.74

营业收入 3,751,786,885.72 4,044,592,068.92 -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1,422,303.82 48,879,119.22 2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601,747.95 42,896,729.61 17.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35 3.71 增加0.6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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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8.5 468,000,0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

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3 13,000,0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

盈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 7,199,684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宝盈策略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8 4,604,73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行业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 4,022,233 0 未知

港旅商务公寓（广州）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 4,000,0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资源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 3,994,130 0 未知

江天 其他 0.37 2,982,324 0 未知

韩朝东 其他 0.37 2,946,26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35 2,825,992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及港旅商务公寓（广州）有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均为港中旅集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新兴产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农业银行－宝盈策略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属于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

售条件股东之间存在其它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班子按照董事会确定的经营目标，继续推动市场资源、网络资源、业务资源、客户资源、管理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新业

务拓展，进一步发挥了平台化运营的协同优势， 保障了“5+2” 核心和战略业务（做强做大国际空运、国际海运、国际工程物流、仓储第三方物流

和供应链贸易五个业务板块，加大合同物流和海外市场营销的拓展力度，简称“5+2” 战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进出口负增长、运力供求失

衡、行业竞争激烈的宏观和市场环境中稳定发展，上半年实现国际空运业务量10.52万吨，同比增长18.57%；实现国际海运业务量38.78万标箱，同

比增长22.76%；实现营业收入37.52亿元，同比下降7.24%；实现利润总额8,504万元，同比增长32.34%；实现净利润6,742万元，同比增长37.93%，

完成了报告期的经营及利润目标。 国际空运、国际海运的市场占有率持续增加，战略业务拓展的成效显现，并购带动盈利增长的效应扩大，公司

的整体服务能力、持续发展能力、网络协调能力、业务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一）持续进行资源整合，发挥平台服务优势。 按照战略发展规划，近年来公司以区域平台中心建设为抓手，围绕市场资源、业务资源、客户

资源、网络资源和管理资源等各个方面，持续开展整合和协同工作，按照服务客户的市场半径，构建总部-平台中心-分子公司的三级运营管理

模式，改变过去总部-分子公司单打独斗的相对较为分散甚至各自为政的粗放的发展方式，打造全网络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营销和组织管理体

系，以较强的执行力服务和保障经营与业绩目标的达成，坚定不移地向网络平台一体化经营、集约化发展的方向迈进。 上半年这项工作持续得到

了加强和深化，有力地促进了核心国际空海运业务量双位数增长，市场占有率持续增加，业务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

（二）抓住市场机遇，落实发展战略

公司专注跨境综合物流，为抓住进出口货物碎片化及跨境电子商务迅猛发展带来的机遇，公司在上年度战略性收购了德祥集团65%股权，

打通了跨境电子商务进口备货保税模式的全球海运拼箱集运的物流通道，为电商提供低成本的跨境集运综合物流服务，上半年并购利润占上市

公司综合利润增量的73%。 公司在去年申请取得国际快递专营牌照，经国家有关部门核准在上海市和江苏省南京市从事国际快递业务，今年上

半年公司以资源和渠道为基础，在华东地区重要枢纽南京禄口机场筹建国际快件业务基地，于2015年6月29日机场国际快件中心投入营运之日

起正式开始经营，业务辐射南京及周边地区。 公司抓住物流加互联网的发展机遇，构筑跨境电商海、空物流通道，积极与境内主要电商进行业务

合作，有利于发挥自身国际空海运的网络和规模优势，全方位、高效率地服务电商和客户；有利于规划、整合和拓展电商的物流服务，保障公司跨

境综合物流业务的持续发展；有利于发挥“5+2” 业务协调效应，增厚业务收入的基础。 公司将继续通过内涵和外延方式抓机遇促发展。

（三）优化客户结构，改善毛利空间

公司采取区域联动机制，大力拓展大客户合同物流，在上年度开发中兴通信、中国路桥、采埃孚等一批中外客户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又发

展了三星集团、上海电气等一批新客户，直接客户数量和业务规模均实现了增长。 国际制造和流通企业的物流供应商采购决策权逐步向中国转

移，中国企业走出去、引进来规模的不断扩大，客观上为公司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这不仅有利于公司品牌提升和盈利能

力改善，更有利于公司从境内工厂到境外收货点或境外工厂到境内收货点跨境“门到门” 一站式全过程、全链条供应链管理系统和竞争能力的

建立，优化了公司国际空运、国际海运、供应链贸易、国际工程物流和仓储第三方物流业务的客户结构，改善了业务的毛利空间。

（四）引进新团队，增添新动力

香港机场为珠三角主要的国际空港，国际航线航班密度高，货运能力和优势明显，按照网络和业务发展规划，公司上半年为香港子公司从市

场整体引进了经营能力较高的专业团队，主打跨境空运物流，以提高集团在当地网络的经营能力，增添新的发展动力，部分团队成员已于6月底

前到位。 新团队6月首月录得空运业务量超过700吨，收入达1,400万港元，利润将近百万港元，实现了开门红的预期经营目标。

（五）深入研讨持股计划，积极完善激励机制

2013年公司授予53位高管和核心骨干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15年上半年按照国家着力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要求，探索创新员工持

股计划，着手研发激活经营团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强激励硬约束机制，保障国有控股企业在充分竞争领域继续保持经营活力和发展动力。

（六）规范营运，维护投资者利益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着力提高治理、运营和信息披露水平，加强与

资本市场、投资者、监管机构等相关者之间的互动沟通，落实股东回报规划。 2015年上半年，公司按照上年度归属股东的净利润的40%派发现金

股利，同时以资本公积向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完成了利润分配和转增资本，公司在实现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基础上，努力维护股东和投资者的利

益。

(一)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751,786,885.72 4,044,592,068.92 -7.24

营业成本 3,444,096,809.79 3,796,884,923.14 -9.29

销售费用 155,954,778.59 117,260,829.72 33.00

管理费用 67,451,414.20 57,757,947.81 16.78

财务费用 13,826,782.96 10,949,606.94 26.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383,564.35 185,560,291.03 -36.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767,045.69 -91,852,861.3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782,590.53 -145,109,195.83 不适用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 � � �各服务产品的收入情况为： 1.�供应链贸易。 2015年上半年，供应链贸易业务的营业收入11.88亿元，同比下

降37.57%，其中钢铁及矿砂的采购执行业务收入分别同比下降32.54%及15.03%；电子产品的采购执行业务收入同比下降44.02%。受我国经济结

构调整影响，钢铁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的矛盾突出，市场行情疲软，商品价格持续下滑，面对严峻的市场状况，为降低经营和资金回收风险，公司

在加强原有客户经营风险管控的前提下主动减少了钢铁产品经营和采购执行的规模，经营策略调整减少了相应的业务的收入。上半年电子产品

采购执行的收入占供应链贸易业务收入的比例为46%，与去年相若，由于客户指定采购的订单大幅减少，营业收入降幅较大。 2.� 国际空运。

上半年国际空运的业务量10.52万吨，同比增加18.57%；营业收入9.63亿元，同比上升1.90%。 公司国际空运业务收入未能与业务量增长同步，主

要为运力供求失衡，国际空运货量增长不足，导致航空公司通过降低运费收货来保障装载率，因而公司根据运力采购成本相应同步调低了服务

产品单位售价（单位：吨，下同），这一因素影响国际空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了14.06%，结果是增量未能同步增收。 公司在进出口贸易负增长，运

力供求严重失衡、竞争白热化的新常态下，依靠完善的国内网络、服务平台、知名度、资质、实力和安全营运记录，整合渠道资源、客户资源、网络

资源、业务资源，在全国或区域内与承运人进行广泛的合作，不断拓展新渠道，发展新客户，以掌控的渠道和资源开发满足客户不同需要的服务

产品，扩大销售量，增加了经营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公司在主要空港进出口货量综合排名保持领先地位，核心竞争能力持续增强。 3.� 国际

海运。上半年国际海运业务量38.78万标箱，同比增加22.76%；营业收入12.64亿元，同比增长25.36%，经营规模及市场占有率亦持续增加。公司国

际海运通过订舱平台建设、大客户合同物流开发、销售机制创新，提高了业务的营销能力，在国际海运运力供求严重失衡运价持续下滑的情况

下，公司实现了业务量增长和营业收入增长。 4.�国际工程物流。上半年国际工程物流业务量完成2,013票，同比增长7.88%；营业收入0.98亿

元，同比增长58.19%。 公司以 “一带一路” 的国家战略为市场开发目标，对内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对外增加业务拓展、客户维护和项目投标的投

入，大力开发我国对外投资的工程物流业务，组建进入风电设备物流领域的经营团队，因而承接的业务量增加。 5.�仓储第三方物流。上半年

仓储第三方物流业务的营业收入1.80亿元，同比增长83.64%。 2014年洋山港国际物流中心建成并投入营运、2015年中佛山华南快速消费品物流

中心建成试业，增强了仓储第三方物流的营运能力，公司充分利用平台优势、资源优势、客户基础开发了全球货运、依云水、百威啤酒、颇尔等国

际同行和直接客户，增加了仓储第三方物流业务的收入。

综合上述分析，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供应链贸易的业务收入同比大幅下降所致。 跨境综合物流业务由于业务量增加，经

营规模扩大抵销了我国进出口负增长、运力供求严重失衡、采购运价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上升19.73%，经营规模和市场占有

率保持上升态势，主营核心业务的经营能力、综合竞争能力持续增强。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 � � � � 上半年营业成本34.44亿元，同比下降9.29%，降幅大于营业收入同比下降7.24%的比例，其中跨境物流成本

22.77亿元，占比66.11%；供应链贸易成本11.67亿元，占比33.89%。 公司平台中心建设、资源整合和创新业务模式持续取得成效，降低了经营成

本，增加了营运的效益。 公司按照既定的经营策略进行转型和结构调整，在外部市场和内部管理的双重影响下，供应链贸易业务钢材产品及电

子产品向外采购成本分别同比下降32.86%及44.33%，基本保持了本项业务营收和成本同向、同步的变动。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 � �上半年销售费用（又称“营业费用” ）1.56亿元，同比增加33.00%，主要原因为：一、通过平台中心建设、收购合

并、发展网络、引进人才使经营规模扩大，核心主营业务的业务量增长、市场占有率上升增加了销售费用支出；二、经营业绩大幅提升按照强激励

硬约束机制相应计提的绩效奖金增加。 上述两项因素中的职工薪酬同比增加3,606万元，其增长额占销售费用增量的93.18%。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 � �上半年管理费用0.67亿元，同比增加969万元，增幅16.78%。 职工薪酬同比增加793万元，是管理费用增长的

主要因素，占全部增量的81.80%。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 � �上半年财务费用1,383万元，同比增加288万元，增幅26.28%。 其中： 利息支出1,609万元，同比增加270万

元，增幅 20.15%。 主要是收购德祥使用了银行短期融资贷款，公司借款相应增加，利息支出上升。 汇兑收益54万元，同比增加收益55万元。 公

司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在上半年积极利用“内保外贷” 方式扩大境外融资规模，积极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有关措施减少了部份财务费用和汇

兑损失，增加了企业效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 � �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1.17亿元，流入同比减少0.68亿元。 在经营环境较差及大客

户、直接客户账期有所增加的情况下，为保障经营现金持续净流入，公司与时俱进不时检讨现金流管理的流程和内部控制，合理安排供应链贸易

业务的交易时点、结算和收款，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应收账款管理，持续实现了经营现金净流入。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 � �本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2.22亿元，为支付收购德祥股权余款1.37亿元、投入临港仓储

物流中心建设资金1,497万元、投入华南快速消费品仓储分拨中心建设项目1,317万元、购置固定资产支出1,057万元等投资活动流出的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 � �本期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出1.09亿元，为银行借款流入8.20亿元、偿还银行借款流出6.41亿

元、分配股利流出5,527万元、支付利息流出1,501万元的结果。 收购德祥部份股权以银行短期融资,筹资活动净流入增加。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无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49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 股 比 例

（%）

表决权比例

（%）

上海柏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无锡港中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华贸供应链管理南京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上海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天津华贸柏骏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厦门华贸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成都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华贸供应链管理（厦门）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华贸（美国）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华贸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华贸报关（厦门）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明顺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宁波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CTS?Worldwide?Logistics?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重庆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港中旅华贸报关（深圳）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上海柏荟报关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华贸供应链武汉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郑州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华贸国际物流（长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港中旅华贸（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港中旅华贸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昆山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济南）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港中旅华贸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张家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佛山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昆明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港中旅供应链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广州华贸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厦门华港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厦门大同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上海德祥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5.00 65.00

上海德祥物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5.00 65.00

上海德祥船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5.00 65.00

上海德祥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5.00 65.00

无锡港中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上海高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香港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香港中旅货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旅货运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香港中旅永达行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6.20 96.20

旅达储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香港中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CTS�GLOBAL�LOGISTICS(GEORGIA)?INC.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CTS�International�Logistics�Singapore�Pte.Ltd.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上海德祥国际航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65.00 65.00

上海德祥物流营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65.00 65.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1户，其中：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昆明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015年新设立

4.4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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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8月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张震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__9__票；反对__0__票；弃权__0__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__9__票；反对__0__票；弃权__0__票。

以上议案董事会审议同意后，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201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__9__票；反对__0__票；弃权__0__票。

特此公告。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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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5年8月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

司监事会主席王长乐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港中旅

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监事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__3__票；反对__0__票；弃权__0__票。

五、审议通过《201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__3__票；反对__0__票；弃权__0__票。

特此公告。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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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分红的有关规定，经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以2014年末总股本40,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人民币现金股利1.16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即每股转增1股，共计转增40,000万股，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80,000万股。 根据以上变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修订《公司章程》中第五条

修订前《公司章程》中第五条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00万元。

修订后《公司章程》中第五条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00万元。

二、修订《公司章程》中第十七条

修订前《公司章程》中第十七条如下：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40,000万股，全部为普通股，其中：发起人持有30,000万股，占股份总数的75%；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10,000万股，占股

份总数的25%。

修订后《公司章程》中第十七条如下：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80,000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以上议案董事会审议同意后，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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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港中

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贸物流” 、“本公司” 或“公司” ）对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

核查，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501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1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6.66�元，共募集资金666,000,000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评估费用、法定信息披露费、股份登记及交易所上市

费用、印花税等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609,820,815.57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2年5月22日全部到账，并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审验并出具安永华明（2012）验字第60468585_B0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并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和使用进行明确规定，本公司201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港中旅华贸国际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以便于募集资金到位后管理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的要求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三方监管协议的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宜山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常兴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支行（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

行” ）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2012�年5�月23日，本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银国际” ）与上述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放在如下募集资金专

户中：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用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

支行

444261761077

用于国外物流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及超

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宜山支

行

021900283210804

用于国内物流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常兴支

行

021900283210102

用于临港仓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

方支行

0230014180001045

用于物流供应链一体化平台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3、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账户余额

本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支行

444261761077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19,012,133.54

理财

小计 19,012,133.54

本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宜山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宜山支行

021900283210804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33,100,583.49

定期存单 40,000,000.00

小计 73,100,583.49

本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常兴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常兴支行

021900283210102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11,387,439.15

小计 11,387.439.15

本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支行

0230014180001045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681,009.21

小计 681,009.21

合计 104,181,165.39

三、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了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2012年度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

资金3,064�万元。（详细情况见2012年6月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2015年上半年公司未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已于2015年6月12日如期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将还款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

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和募集资金存储专户的开户银行。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确保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2015年6月1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2015年6月18日，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超募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额为50,000万元，超募资金为109,820,815.57元，为了降低财务费用，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

力，公司使用超募资金6,0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2012年6月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并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2015年上半年公司未使用余

下的超募募集资金。

5、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投项目尚未全部建设完成，不存在募集资金节余的情况。

6、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实施情况

2014年4月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14,500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2014年4月19日披露的《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12）。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近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计8,000万元分别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购买了3,000万元、5,000万元银行理财产品，详见公司2015年1月17日披露的《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实施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01）。

2015年3月27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

超过8,000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内有效。 详见公司2015年3月28日披露的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12）。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为了更好地发挥资源优势，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快落实公司发展战略，经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暂缓“国外物流网

络建设项目” 中华贸物流（德国）有限公司、华贸物流（欧洲）有限公司的投资，将上述项目应投未投的募集资金6,647万元用于参与收购上海

德祥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德祥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德祥船务有限公司、上海德祥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各65%股权，并间接控股上述公司

子公司上海德祥物流营销有限公司和上海德祥国际航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补足。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披露问题和募集资金违规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15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54,09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调整 后

投资 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与承

诺投

入金

额的

差额

（3）

＝

（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

（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2015

年上

半年

实现

的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13,000 13,000 6,647 13,000 0 100 —

净利

润1,

857.4

4万

注1

注2

20,000 20,000 1,500 12,000

-8,

000

60.00 —

陆续

产生

效益

否

14,000 14,000 740 10,095

-3,

905

72.11

2014年

12月正

式投入

营业

净利

润

-30.

40万

否

3,000 3,000 0 3,000 0

100.0

0

2013年6

月

净利

润

-183.

22万

否

— — 10,000 10,000 — — — — — —

— 10,982 — 6,000 — 54.63 — — — —

50,000 60,982 18,887 54,095

-11,

905

88.70 — — —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2012年6月5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部分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64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根据于2012年6月5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公司使用6,

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已于2012年12月3日如期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六个月。

根据于2012年12月11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本公司于2012年12月13日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6,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已于2013年6月7日如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批

准之日起六个月。

根据于2013年6月13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游动资金的议案》，本

公司于2013年6月14日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本公司已于2014年6月12日如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批准之

日起十二个月。

根据于2014年6月13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公

司于2014年6月16日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

根据于2015年6月1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公

司于2015年6月18日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

因

部分项目处于建设期或尚未开展形成。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根据于2012年6月5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6,0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

66,600（扣除承销费及发行费

后为60,982）

2015年上半年年度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8,887

0

0

2015年上半

年投入金额

承诺投

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国外物

流网络

建设项

目

6,647 13,000

国内物

流网络

建设项

— 20,000

临港仓

储物流

中心建

设项目

— 14,000

供应链

一体化

平台建

设项目

— 3,000

补充流

动资金

— —

超募资

金

— 10,982

合计 — 60,982

注1：项目计划投入营运3年后可达到预期效益。

一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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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同泰 600829 三精制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程轶颖

电话 0451-84600888

传真 0451-84600888

电子信箱 chengyy@hyrmtt.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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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775,510,700.97 6,859,901,211.58 3,281,726,679.66 -4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388,819,277.32 2,926,569,537.57 2,092,791,882.03 -52.5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019,811.13 450,504,876.03 409,231,767.28 -103.3

营业收入 4,819,342,186.58 4,674,173,559.39 1,038,909,079.17 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4,468,951.39 128,594,504.11 67,496,072.88 -1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1,323,461.02 121,773,337.28 62,016,198.90 -16.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50 4.30 3.12 减少0.8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802 0.2218 0.1164 -18.76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802 0.2218 0.1164 -18.7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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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4.82 433,894,354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医疗保

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6,217,991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现代服

务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5,009,781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1 3,545,49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药

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3,261,192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诚周期轮动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41 2,350,000 0 无 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产金润29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0 2,329,011 0 无 0

曾郁 境内自然人 0.36 2,100,00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服务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2,047,881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淘

金大数据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1,910,5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人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资产－

浦发银行－鹏华资产金润29号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为鹏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鹏华资产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药

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医疗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均为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医保控费、招标限价等政策持续向纵深推进，药品流通企业兼并重组步伐加快，行业集中

度进一步提高、竞争加剧。 为解决哈药股份与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2015年3月份公司与哈药股份实施并

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重组完成后，公司不再从事医药工业业务，主营业务变更为医药批发、医药零

售等医药商业业务。 在完成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夯实管理基础，努力提升经营

业绩， 使核心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较好完成了上半年的经营任务。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1,

934.22万元，同比增长3.11%；实现净利润10,446.90万元，同比减少18.76� %。

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公司以拥有的全部医药工业类资产及负债与哈药股份持

有的医药公司98.5%股权进行置换。 2015年4月，公司名称由“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由“三精制药” 变更为“人民同泰” ，证券代码保持不

变（600829）。 目前，公司旗下包括两家全资子公司：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哈药集团三精医院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2�机构整合工作:

报告期内，根据市场环境及公司发展需要，公司对经营管理结构进行了整合调整。 经营结构调整后，

零售业务除医药公司新药特药药店外，全部归并到人民同泰连锁店统一管理；批发业务统一归并到医药

公司药品分公司、新药特药分公司、保康药品分公司、器化玻批发总汇和药材分公司，公司资源进一步整

合，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1.3医药销售工作：

医药批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批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79,197.43万元，同比增长20.96%。 公司医药批发业务

主要包括医院纯销业务及面向零售终端、医药调拨企业的医药批发业务，公司拥有下游客户3000多家，

客户资源优势丰富，拥有健全、强大的医药批发销售网络，既覆盖了黑龙江省的终端医疗，又建立了辐射

黑龙江全省的稳固、快速的商业分销渠道，具有很强的市场调拨能力，医药批发业务三级以上医院的市

场覆盖率达到95%，二级以上医院的市场覆盖率达到90%以上。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提高经营质量，公司提出“五优化” 的工作要求，即优化供应商、优化品种、优化

医疗客户、优化商业客户、优化服务，在现有的基础上促进资金优化、提升盈利及服务水平，促使公司整

体经营水平提高。

医药零售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零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1,709.27万元，同比增长5.74%。 目前，公司共有人民同泰连

锁药店直营门店319家，其中哈尔滨市内门店241家，市外门店78家。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大型会员主题促销活动和会员增值服务，稳步扩大市场份额；公司对门店实行

标准化统一管理， 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服务规范进行考核， 提高了门店经营管理能力； 公司在哈市开辟

DTC（高值药品直送）药房模式，服务专业高效，深得上下游客户信任；公司推进开展零售业务的拓展工

作，初步完成了项目调研与规划等相关工作。

医药电商业务：

公司旗下的人民同泰健康网（http://www.rmttjkw.com）作为黑龙江省第一家网上药店，依托人

民同泰医药连锁店，经营品种包括药品、中药饮片、滋补保健、医疗器械、化妆品、日用品等。 人民同泰健

康网凭借稳定的供应链体系、优质完善的用户体验、及时便利的物流配送体系，致力于最大化满足消费

者对医药、保健等健康类商品与健康服务的需求。 为充分增加电商流量，扩大在医药健康行业领域的影

响力，公司已陆续入驻天猫医药馆（哈药大药房旗舰店http://rmttdyf.tmall.com）及京东医药馆（人民

同泰大药房旗舰店http://rmttdyf.jd.com）。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互联网经营技术，进行多渠道营销网络建设，最终形成公司互动、互补的多渠道

网络体系，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互动的销售模式，进行公司经营方式的创新升级；公司以零售实体门店

网络为基础，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会员营销系统，增加与线下会员的互动，做好线上销售的服务，提高

顾客的忠诚度，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物流配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物流配送中心完成订单行52万行，实现吞吐227.3万箱，日均配送客户760个，公司的

物流配送能力保证了能够不断延伸市场覆盖范围，提供高效优质服务；公司强化服务管理制度，同时对

物流验收及出库进行跟踪考核，提升物流中心整体运营水平。

1.4�企业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其中部分公司治理制度已经披露上网，其他基础业务管理

制度和工作流程也将纳入公司标准化管理体系，并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公司在

现有内控制度体系基础上，结合实际业务需要及监管部门要求，聘请专业的咨询公司协助公司进行内控

体系的完善建设，目前初步诊断工作已经完成。

1.5人员招聘培训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大学生、执业药师营业员招聘计划并制定人才培养通道和职业发展规划，以

专业化营业员队伍增强企业零售终端业务实力；为全面提升各类人员的职业技能，报告期内公司针对公

司中层干部、店长及店长储备人员、营业员、财务人员及统计人员、QC小组人员、信息管理人员以及业务

人员等岗位进行了培训，共开展各岗位培训31场，培训人次 1957人，有效促进了公司整体管理水平的提

升。

1.6�质量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新版GSP标准要求，全面强化分子公司的质量管理工作，对已经通过GSP认证的

企业进行了全面的复检，对仓储设备及信息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全面内审；公司

各零售药店按照零售企业180条认证标准进行对标并加强了软硬件管理；公司有2个QC小组获全国医药

行业2015年优秀QC小组一等奖，20个QC小组获先进奖，7个QC小组获2015年哈尔滨市质量协会优秀

QC成果奖。

1.7�公益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致力于参加多项公益事业，彰显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与业务合作伙伴共同为哈

尔滨市燎原小学送去药物和儿童文具，表达对孩子们节日的问候与关怀，并开展 “中国梦劳动美———爱

心公益基金关爱最美劳动者健康行” 系列活动，为环卫工人捐赠防治流感等药品，关爱身边的普通劳动

者。

2、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对策

2.1行业政策风险

国家对医药行业颁布的产业政策将加剧医药市场竞争程度，行业集中度、规模化得以提升，不断整

合中间环节，使产业链逐渐扁平化，医药商业的利润空间也将受到挤压；公立医院改革提出的限制药占

比、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以及药品招标、医保支付等多项改革政策都指向控制药费开支，势必将影响医药

商业原有市场份额和市场规模，这都给医药商业公司的盈利水平带来不确定因素。

应对措施：公司将会密切关注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行业政策动态，正确把握行业发展方向，根据政

策可能带来的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提高抗风险能力；同时公司将探索创新经营模式，完善医药物资

物流供应体系，创造增值服务取得经济效益，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2.2市场竞争风险

药品流通行业随着企业兼并重组的愈演愈烈，批零一体化药品流通业态结构逐渐主导医药市场。 目

前政府陆续出台省级挂网招标、药品价格管控等措施，部分大型央企和地方国企加速并购重组地方医药

流通企业；国内一些领先的医药商业公司纷纷跨地区收购整合中小型连锁药店，持续加大了对医药流通

领域的投资和市场营销渠道的布控力度，使得医药流通市场竞争更加严酷，对区域市场构成潜在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继续稳固与上下游客户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强化落实公司“五优化” 工作，深耕

细作，夯实基础，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将持续开展会员主题促销活动和会员增值服务，强化门店发展和

经营管理的能力，稳步扩大市场份额；此外，公司将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适时开展批发及零售业务的

拓展工作。

2.3成本上升风险

随着新版GSP的实施，将对医药商业企业的仓储物流等硬件设施，信息系统等软件设施提出较高要

求，再加上药品电子监管码的全面使用、人工成本和房租水电等成本费用的不断上涨，都可能导致公司

面临成本上升的风险。

应对措施： 公司根据终端市场需求以及自身经营特点， 将对各个经营环节实行科学合理的预算控

制，同时公司将优化经营模式，优化经营品种，优化供应渠道，通过管控采购成本，加大人员培训力度等

方式，提高经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3、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及下半年工作展望

3.1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更是推动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发展的重要一年。 下半年，医药行业增速仍将保持平稳，国家将继续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

制” 的总体要求，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快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打造健康中国。 医药行业将在国企改革、“互联网+” 、调整药价、医院改革、社会办医、网上销售药品

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药价改革如何与医改配套、商业健康保险如何参与医保、网上销售处方药政策开闸

处方如何审核、药品经营管理规范如何因地制宜地实施等等一系列举措，都将带来行业较大调整。

3.2下半年工作展望

在下半年的经营管理工作中，公司将以既定的发展战略为统领，贯彻执行公司董事会的各项决议和

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的流程及制度，对经营及管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标准化管理、规范

化经营，力求实现公司经营质量及基础管理的全面提升。

3.2.1�医药销售工作

医药批发业务：

公司将继续全面强化“五优化” 管理工作，全面跟进、督促各分子公司推进落实各项工作标准，动态

总结分析优化效果，持续改进优化工作方式，确保达到预期优化目标；公司将通过调研了解省内各地区市

场形势，在省内地市级市场建立商业销售平台，进行适度扩张。

医药零售业务：

公司将开展零售业务拓展工作，以黑龙江省市场为目标区域，采用新建直营门店方式填补布局空缺，

实现零售市场网络进一步覆盖；同时公司将继续对零售门店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的内部统一管理，提高专

业化服务水平。

物流配送业务：

公司将继续加强标准化作业管理,提高仓储管理水平；公司将积极开拓创新配送服务，扩大运输的覆

盖领域，细致分析线路、里程、配送半径及远途运输等，加强自身的配送能力，同时建立外埠发货承运商考

核体系，监督其提高配送质量，保证配送时间，提高客户满意度。

3.2.2�质量管理工作

公司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药品管理法》，严格执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密切关注国家的质

量监管动态，加强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强采购、收货验收、仓储养护、销售、出库复核、运输配送以及售

后管理等各个经营环节的质量管理工作，强化对质量风险的控制，做好前瞻性的预防工作；公司将对批发

企业实施GSP标准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继续全面督促和指导各分子公司做好GSP认证准备工作，确保下

半年拟参加认证的批发企业及零售药店通过认证。

3.2.3�公司管理工作

为全面规范企业内控管理，公司将继续梳理公司制度和流程，重新修订完善公司《内控手册》，并聘

请咨询公司继续全面梳理内控体系及流程，开展相关培训和自我评价工作，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及运作。

3.2.4�人员培训工作

公司继续组织以提升关键岗位员工的综合素质为培训主题的培训，开展对公司中层管理干部及店长

的领导力培训项目，对专业技术人员、营销人员、采购人员和营业员等岗位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鼓励

员工获得执业药师执业资格，为公司未来发展做好专业人才储备。

(一)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819,342,186.58 4,674,173,559.39 3.11

营业成本 4,193,598,122.79 3,788,258,789.88 10.70

销售费用 147,996,648.36 366,648,619.90 -59.64

管理费用 260,756,184.09 298,642,881.76 -12.69

财务费用 11,510,626.39 17,132,492.02 -32.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19,811.13 450,504,876.03 -10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210,188.60 -14,163,195.7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001,018.46 -52,855,005.18 不适用

说明:

1、销售费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的变动主要是本期因资产重组影响 ，2015年4-6月置出资产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导致同比下降。

2、财务费用的变动主要是因借款较上期减少，利息费用同比下降所致。

2其他

(1)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医药商业业务为主。公司医药商业业

务2015年营业收入预计完成80亿元， 报告期内， 医药商业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33,128万元， 同比增长

19.15%，完成年度经营计划的54.14%。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医药工业 462,484,851.52 213,863,681.64 53.76 -53.58 -51.80

减少1.71�个百

分点

医药商业批

发

3,791,974,299.89 3,557,847,414.51 6.17 20.96 20.95

医药商业零

售

520,766,605.30 386,306,258.41 25.82 5.89 5.32

增加0.40�个百

分点

其他 35,559,988.37 34,065,354.53 4.20 -11.01 1.79

减少12.05�个百

分点

合计 4,810,785,745.08 4,192,082,709.09 12.86 3.17 10.74

减少 5.96个 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的说明：

本期医药工业因资产重组影响，置出资产2015年4-6月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导致营业收入较上期降低

了53.58%。

2、医药商业收入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黑龙江省内 4,193,591,893.10 19.33

黑龙江省外 119,149,012.09 5.92

医药商业合计 4,312,740,905.19 18.91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1、区域市场规模优势。 2014年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医药公司销售收入位居全国第19位、其旗下人民同

泰连锁药店销售规模位列全国第15位，是黑龙江医药市场的龙头企业，已与全国3,000多家生产厂商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融合了区域市场优势资源和规模化的运作，为上下游客户创造共赢发展的市场

前景。

2、品牌竞争优势。 经过多年发展和累积，“人民同泰” 品牌在黑龙江省具有较高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公司先后获得全国药品流通行业最佳质量管理创新奖、黑龙江省国内贸易先进企业、哈尔滨市商业企业

诚信先进单位、第三十四届哈尔滨市劳动模范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公司长期坚持免费送药服务，深受广

大百姓的欢迎，在省内有良好的信誉和口碑，为公司采取有效的营销和竞争手段奠定了基础。

3、销售协同优势。 公司下属企业包括一个全国大型药品零售连锁企业，三个大型药品批发企业，现

代物流配送中心及专业化医疗服务机构。 公司分别在零售、批发、物流等领域布局，可以使企业获益于各

业务板块共同发展带来的协同效应，同时避免企业因某一板块欠缺而遭遇发展瓶颈。

4、品种渠道优势。 公司拥有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产品及剂型1万多个，并与供应商签订了大品种一

级代理和独家代理协议，形成发展医药商业所必需的品种资源优势。公司建立了以经营进口药品、合资药

品、国内名优药品为主导产品的经营体系，已与全国百强企业、国际知名药业建立了良好的供应商合作关

系。 公司较强的渠道竞争力，能够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终端网络和增值服务。

5、物流配送优势。物流配送能力保证了公司能够不断延伸市场覆盖范围，提供高效优质服务。公司于

2011年1月建成了东北三省最大的医药物流中心，储存能力 40万箱，年出货能力500万箱，具有设备现代

化、技术多元化、管理信息化、系统标准化、服务专业化、响应快速化等现代物流功能，为企业可持续发展

增强了核心竞争力。

(四)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无

(1)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我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购销化学药原料药及

其制剂、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品。 报告期末，该公司资产总额358,029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34%；净资产91,93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52%；营业收入433,128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9.15%；净利润8,2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10%。

（2）哈药集团三精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我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产对医疗行业

投资及管理。 报告期末，该公司资产总额8,80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44%；净资产3,011万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11.05%；营业收入3,55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1%；净利润-34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50%。

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5年3月12日，公司召开了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鉴

于公司现状及发展需要，公司201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资本。

(二)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否

三、其他披露事项

(一)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二)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报告期本公司合并范围包括母公司2家子公司，与上期相比减少了13家子公司。原因是2015年3月24

日本公司以拥有的全部医药工业类资产及负债与哈药股份持有的医药公司98.5%的股权进行置换。

4.4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张利君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3日

公司代码：

600829

公司简称：人民同泰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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