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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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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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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高德红外 股票代码 00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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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丽玲 张锐

电话 027-81298268 027-81298268

传真 027-81298268 027-81298268

电子信箱 liling.chen@126.com rayel1314@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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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506,877.15 210,878,762.91 2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6,546,480.51 41,988,951.36 -1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4,784,686.62 41,031,017.39 -15.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07,324,889.10 -215,345,064.10 -50.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9 0.0700 -13.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9 0.0700 -13.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 1.75% -0.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76,669,404.30 2,520,139,030.12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460,367,892.32 2,435,879,158.24 1.01%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044户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市高德

电气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87%

239,203,

122

黄立 境内自然人 29.69%

178,125,

000

133,593,

750

中国农业银

行－中邮核

心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7%

10,000,

00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中证军工指

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6,313,995

华润深国投

信托有限公

司－民森H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4,931,742

中国工商银

行－南方绩

优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3,929,122

傅建平 境内自然人 0.43% 2,550,000

中国银行－

南方高增长

股票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5% 2,10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

司－大成互

联网思维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5% 2,088,23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鹏华

中证国防指

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1,999,8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高德电气持有高德红外39.87％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同时，黄立

持有高德电气97％的股权，因此黄立为高德红外实际控制人。 除

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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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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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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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公司继续围绕“军民并进发

展” 的战略目标和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目标，紧跟国家政策和行业趋势，贯彻

董事会的战略部署，结合外部大环境，积极应对困难与挑战，把握市场机遇。

报告期，公司不断优化现有的业务架构，积极整合公司销售结构体系，提

升经营管理水平，继续强化科研创新，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创新和核心元器件

产业化等方面的已有优势， 在积极巩固军品业务的同时大力拓展新兴民品市

场，倾力打造全产业链的商业模式，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此外，为实现主营

业务的长远发展，延伸产业链及扩大板块业务规模，公司推动并购战略实施，

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聚焦发展高端化、集成化、系统化的军工业务。

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450.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43%；但受原材料及人工成本增加、报告期

产品结构与去年同期存在一定差异等多因素影响， 营业成本增长幅度高于营

业收入的增长幅度。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及新项目和人才储备， 同时资本化项

目转入无形资产摊销，导致报告期内管理费用达8,500.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38.79%。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64,506,877.15 210,878,762.91 25.43%

主要系本期执行销售订单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37,634,699.56 102,824,725.07 33.85%

主要系本期执行销售订单较

上年同期增加，导致成本增加

所致

销售费用 14,652,185.16 15,584,856.53 -5.98% --

管理费用 85,006,488.18 61,247,662.95 38.79%

主要系公司进一步加大了研

发投入及资本化项目转入无

形资产增加摊销所致

财务费用 -524,115.90 -2,718,181.59 -80.72%

主要系因资金存放（投资）的

渠道不同而导致收益反映的

科目不同所致

所得税费用 3,150,666.00 5,111,787.08 -38.36%

利润总额减少导致应纳税所

得额减少所致

研发投入 52,665,669.83 33,086,971.58 59.17%

主要系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

投入及新项目和人才储备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7,324,

889.10

-215,345,

064.10

-50.16%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收

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同

时货物采购付款及支付的增

值税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3,825,068.05

-211,972,

379.73

-79.33%

主要系上年同期有投资银行

理财产品未到期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277,670.47

-258,471,

912.34

-96.80%

主要系上年同期有归还银行

贷款，而本报告期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59,693,

589.74

-685,807,

055.63

-76.71% --

营业税金及附加 3,076,813.75 558,080.80 451.32%

主要系本期原闲置房屋出租

增加应交营业税以及进项留

抵消耗完增加应交增值税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8,252,512.40 -3,166,864.46 -360.59%

主要系报告期应收账款增加

导致坏账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663,968.03 5,876,419.72 -37.65%

主要系因资金存放（投资）的

渠道不同而导致收益反映的

科目不同所致

营业外收支净额 19,624,884.48 4,675,835.11 319.71%

主要系增加应收政府补助款

所致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2015年上半年，围绕着董事会和管理层制定的经营计划，以提高经济效益

和产品质量为核心，以稳固的创新科研实力为依托，以新兴民用领域及国防领

域市场增长需求为导向，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积极推动新兴民用领域市场拓展

2015年初， 公司对原有的市场营销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 成立车载事业

部、个人视觉产品事业部、电商事业部，聚焦优质资源拓展新兴民用领域。

在车载夜视领域，报告期公司除继续巩固自主品牌的“前装” 市场，还加

大了“准前装” 和“后装” 的市场培育。 公司与多家知名汽车电子厂商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已在多款车型开展全方位合作，并约定在当年及未来年度形成持

续增长的销售量能，直接为公司贡献较大规模的新增经济效益。 个人视觉领域

方面，公司在夜间观察、徒步、旅游、打猎等消费电子市场已创新销售模式，采

用电子商务方式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让利于终端用户。

（2）军贸领域市场形成重要突破

报告期，公司继续提升政府装备类产品技术能力，不断满足国内、国际两

个军品市场需求。 在国际军品市场领域，公司与各家具有武器装备进出口权的

军贸公司开展了深度合作，已与多个友好国家达成销售意向，并积极开展武器

系统总体、红外热像仪、红外核心元器件方面在技术转让层面的探讨。 这些举

措将共同推动公司产品的全球市场拓展， 为公司军贸业务领域的重大突破提

供了保障。

（3）核心器件领域

继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实现批量化生产、“碲镉汞材料红外焦平面探

测器实施方案” 被列入国家工业转型升级强基工程后，报告期公司在国际前沿

的“Ⅱ类超晶格探测器” 研发上取得重要突破，该器件已通过国家权威部门的

技术鉴定，成为国内首个掌握上述技术的企业。 Ⅱ类超晶格技术研究发展热点

集中在中波高温、长波大面阵、双色这三个方面，对红外远程导弹、红外预警卫

星等国家战略装备的研制将产生重要意义。

（4）完善内部控制、加强人才培养

公司全产业链的搭建完成， 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对公司的组

织结构及管理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报告期，公司通过进一步规范管理行为，

完善管理规则和操作流程， 不断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以满足新兴民用和国

防领域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分行业

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260,046,

695.75

137,634,

699.56

47.07% 24.23% 33.90% -3.82%

分产品

红外热成像

仪及综合光

电系统

260,046,

692.75

137,634,

699.56

47.07% 24.23% 33.90% -3.82%

分地区

国内

231,518,

460.86

110,488,

700.64

52.28% 22.16% 25.61% -1.31%

国外

28,528,

234.89

27,145,

998.92

4.85% 44.09% 83.08% -20.26%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以红外热成像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光电系统产品

专业供应商，公司构建了从核心器件至新型武器高科技武器系统的产业布局，

形成了公司在红外及以其核心的综合光电系统和新型完整武器系统领域不可

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1）产业布局优势

作为国内首批具备军工产品科研生产全套资质的民营企业和我国现代化

精确打击武器系统核心承制单位，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空军、陆军、海军及二

炮各军种。 现阶段，政府装备类产品是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 公司

已为我国军方研制了多型红外热像仪及综合光电系统， 实现了红外夜视、侦

查、制导、对抗等多层次的军事应用。 目前公司已从战略布局上完成了军工集

团核心科研生产部门的构建，为下一阶段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兴民用产品领域， 公司大力推动红外热成像技术应用在新兴民用领域

的普及，以核心元器件-红外焦平面探测器产业化为契机，作为市场先行者和

开拓者， 公司正积极培育和引导相关消费需求， 逐步实现红外热成像技术的

“消费品化” 。

（2）技术创新优势

公司始终将科研实力的构建摆在企业发展的首位， 已完成从核心器件至

新型高科技武器系统的产业布局，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多次在国内外

同行业技术比拼中拔得头筹。 公司红外热成像技术及综合光电系统集成能力

居国内领先水平、部分技术国际领先，已成为多型号高端装备类系统产品的国

内唯一供应商。

（3）人才优势

根据公司产业发展布局，公司合理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并持续进行高层次

管理及研发人员的选择、培养，形成了一支朝气蓬勃、富有创新活力、稳定且独

立的管理团队、研发队伍。 目前，公司拥有覆盖红外及以其核心的综合光电系

统和新型完整武器系统领域全产业链的专业技术研发队伍600余人，承担了多

项国家级研发课题及多项重点军品科研项目。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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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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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立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

2015-039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

12日以电话、传真、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

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立先生召集并主

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

情况。

《2015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

2015-040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

知于2015年8月12日以电话、传真、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上午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

情况。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

2015-042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可能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

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高德红外；证券代码：002414）自2015年5月13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5年5月13日披露了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13）， 分别于2015年5月20日、2015年5月27日、

2015年6月3日、2015年6月10日、2015年6月17日、2015年6月24日、2015年7

月1日、2015年7月8日、2015年7月15日、2015年7月22日、2015年7月29日、

2015年8月5日、2015年8月12日、2015年8月19日披露了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并于2015年7月9日披露了《武汉高德红外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的说明公告》（公告编号:2015-030）具体详

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用于投资新建项

目、收购某企业、补充流动资金，筹划员工持股计划等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及

相关各方就上述重大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论证， 积极推进相关方案的形

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1、本次发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需要履行相应审批程序，上述程序目前尚

未完全履行完毕；

2、拟收购企业的审计、评估、法律尽职调查的工作已经完成，相关中介机

构的报告已基本定稿，公司与拟收购企业对相关协议的具体条款已确定；

3、 拟收购企业事项须在董事会召开前获得其行业主管部门的同意意见。

公司已将相关文件上报行业主管部门并与其保持密切沟通、 积极反馈相关情

况，以尽早获得同意意见。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自2015年8月26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通过

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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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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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润三九 股票代码 00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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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辉 余亮

电话

(86)755-83360999-393236,�

393042

(86)755-83360999-393692

传真 (86)755-83360999-396006 (86)755-83360999-396006

电子信箱 000999@999.com.cn 000999@999.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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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695,697,

028.50

3,818,796,

794.19

3,497,531,

987.68

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27,091,

019.94

616,841,

631.47

555,959,

711.04

1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20,046,

862.55

612,222,

529.59

550,399,

079.08

12.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51,076,

018.54

566,416,

006.79

505,313,

048.10

28.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 0.63 0.57 12.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 0.63 0.57 12.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7% 9.55% 8.88% -0.0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1,085,093,

378.83

10,478,741,

232.74

10,667,242,

378.82

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387,002,

522.23

6,765,973,

418.32

6,759,945,

282.67

9.28%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7,30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润医药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59%

622,498,

783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零三组

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22,000,

850

0

摩根士丹利

中国A股基

金

境外法人 2.05%

20,073,

590

0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万能－个险

万能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4%

20,009,

224

0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

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

13,950,

151

0

博时精选股

票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11,499,

174

0

涿州京南永

乐高尔夫俱

乐部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6,353,186 0

深圳市百业

源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5,819,808 0

香港金融管

理局－自有

资金

境外法人 0.49% 4,800,139 0

全国社保基

金四零一组

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4,800,06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

能、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均属中国

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国有法人股股东华润医药控股

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

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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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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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医药行业整体增速持续放缓，1-6月医药工业销售收入增

速下降至8.76%，为近年来最低水平。 随着医改的深入，医保控费、药品采购价

格降低成为医改常态化趋势， 制药企业在过去几年受益于医保广覆盖政策红

利带动的高速增长面临极大挑战。 面对行业性增速放缓，公司OTC业务重点强

化“1+N” 品牌策略，优化产品组合、推动新品上市，进一步强化渠道和终端管

理；处方药业务聚焦于中药处方药和中药配方颗粒，在去年调整了对部分业务

管理模式的基础上，稳步落实战略目标，积极应对行业环境变化，实现了整体

经营业绩的稳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96亿元，其中，制药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34.63亿元，同比增长7.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7亿元，同比增长12.7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51亿元，同比增长

28.85%；存货周转天数111天，同比减少20天，经营效率显著提升。

自我诊疗业务方面，在药品零售市场整体增速放缓的市场环境下，公司继

续加强品牌建设，集中资源在核心品类打造品牌，同时创新品牌沟通方式，提

升品牌影响力；在“1+N” 品牌框架下，将原有的“广告+渠道” 模式升级为“差

异化产品+终端+消费者沟通” 模式，通过冠名和植入《何以笙箫默》、《虎妈猫

爸》等热门综艺和电视剧，重点提升消费者沟通效率，在媒介碎片化的大背景

下取得了理想的营销成果，建设长久品牌。

公司不断挖掘核心品牌价值，丰富产品线，在主要品类内部根据细分市场

需求补充新产品，优化产品组合，成功打造999“感冒药家族” 、“胃药家族” 、

“皮肤药家族” ，以大品种带动品类整体增长；同时，顺应市场趋势，以现有核

心治疗领域与核心品牌为依托，向前端预防保健领域延伸，推出包括红糖姜茶

在内的大健康产品，拓展大健康市场，充分发挥现有品牌价值。

公司进一步强化终端覆盖，聚焦与连锁客户的战略合作，提升直控终端占

比，进一步推动渠道下沉和更广覆盖，销售效率取得有效提升。 同时，加快基药

市场开发，根据各省基药招标进度制定有针对性的竞争策略，开拓新的业务增

长点。 此外，公司积极推进与医药电商的业务合作，尝试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品

牌形象推广与消费者沟通，并推进电商作为新兴渠道的建设。 报告期内自我诊

疗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1.07亿元，同比增长8.64%，其中感冒品类实现了良好增

长，胃肠用药品类、皮肤药品类稳步增长。 公司抗病毒口服液已于今年1月正式

上市，目前销售增长良好；大健康产品红糖姜茶、养卫宝等产品均已正式上市，

目前正在全国主要城市终端药店逐步展开推广，市场反应良好；其他大健康产

品亦将陆续上市。

处方药业务方面，2015年是招标大年，处方药面临降价压力。 在市场环境

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公司聚焦于心脑血管及抗肿瘤两大治疗领域，加快推进处

方药专业化学术研究和市场推广工作，致力将参附、华蟾素打造为安全、有效

的大品种。 公司顺应各地招标政策，拟定差异化的区域竞争策略，发挥两大治

疗领域内参附、红花、参麦、生脉、华蟾素等产品组合优势。 在专科线领域，重点

拓展医院覆盖数量，提升销售效率及渠道管理能力，持续开展高端医院的学术

推广，同时积极拓展基层医疗市场。 茵栀黄口服液持续快速增长，骨痛贴膏、气

滞胃痛颗粒等实现稳定增长；未来专科线领域还将持续注入新品，拓展更丰富

的治疗领域。 公司中药配方颗粒业务增长潜力良好，公司致力于打造“原质原

味” 的配方颗粒产品系列， 围绕从药材资源到产品的全产业链建设， 以现有

GAP种植基地为基础，继续开展道地药材研究，扩大种植基地；持续开展基础

研究及临床项目，提升产品数量，不断优化产品力。 同时，随着智能化中药房的

发展，报告期内配方颗粒业务增速得到较大提升；产能提升方面，正在规划的

淮北基地二期建设项目将有效补充配方颗粒产能，满足未来销售需求。 公司抗

生素业务以高品质体系作为业务支撑，报告期内保持稳定发展，公司正在尝试

通过多种方式进一步补充抗感染业务品种。 报告期内处方药业务实现营业收

入13.56亿元，同比增长5.97%。

生产平台继续推进精益管理，以产品力提升为核心，打造生产系统DCQ三

大核心能力。 针对公司管理主题以及企业内部改善需求开展精益项目活动，上

半年共立项35项，其中重点精益项目5项。 根据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布局

原则及建设规划方案，进一步推进东北、两淮、华南、西南四大生产基地的建

设，实施对新并购企业老桐君的产能扩充，以支持抗病毒口服液快速增长的销

售需求；质量管理方面，推进新并购企业的5S与目视化管理，预计年底前实现

5S对15家生产单元的覆盖， 目前已完成对13家生产单元的第一次5S评价，同

时规划建设标准化实验室并启动供应商质量管理标准化模块推广工作； 继续

实施药材GAP基地建设，从中药材种植环节提升药品质量。

研发平台报告期内公司不断优化产业链协同和研发创新，获得发明专利2

项，实用新型1项，申报临床批件两项。 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感冒灵” 、

“正天丸” 、“壮骨关节丸” 、“参附注射液” 等大品种持续进行技术改造。

职能平台围绕支持业务成长、控制经营风险的目标，持续提升管理能力。

信息化建设方面，销售预测系统项目正式启动，致力于构建快速响应消费者需

求的产销协同体系， 提升整个供应链的协调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财务管理方

面，OTC区域拓展损益表试点推广正在稳步进行中，配合OTC区域营销合理配

置资源、落实有针对性的竞争策略。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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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完成合肥神鹿九华药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出售工作，减少1家合并企业。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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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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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会议于2015年8月24日下

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2015年8月14日发出。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 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请见：http://www.cninfo.com.cn/，报告摘

要请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15-031）。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收购雅安雨禾药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原名“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雅安三九” ）为公司持有80%股权的子公司。为落实公司战略规划，公司拟

收购雅安三九股东雅安雨禾药业有限公司（持有雅安三九17%股权）部分股

权，以优化股权结构，提升公司管理效率。 公司预计本次可收购雅安雨禾80%

-90%股权。 资金来源为华润三九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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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15�年 8月 25� 日下午14:

30在公司综合办公中心105会议室召开。 同时，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8月25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15年8月24日

下午15:00至8月2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0,656,765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65.4466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640,643,865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65.4453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12,900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13

3、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18,157,982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1.8549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周辉女士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书面表决及网络投票

2、表决结果

（1）关于收购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640,644,765股，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81%；反对票12,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9%；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同意18,145,9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9％；反对

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1� ％；弃权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 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提案情况、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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