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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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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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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缘药业 60055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尹洪刚 邱洪涛 

电话 0518-85521990 0518-85521990 

办公地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江宁工业城 

江苏省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江宁工业城 

电子信箱 fzb@kanion.com fzb@kanion.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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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9,164,890.31 6,110,821,605.58 -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33,182,075.05 3,936,223,039.39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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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086,801.91 462,725,547.15 3.97 

营业收入 1,547,158,620.94 2,262,629,244.75 -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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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389,518.70 242,491,076.17 -4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4,040,501.90 236,530,824.57 -26.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0 6.22 减少2.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41 -41.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41 -41.4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27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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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71 176,173,467  无  

连云港康贝尔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8 31,870,567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4.36 25,846,922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3.08 18,280,080  无  

肖伟 境内自然人 2.87 17,003,232  无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

添富－康缘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01 11,945,196  无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号

远望基金 

其他 1.94 11,500,000  无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建设银

行－国泰君安君得鑫两年持

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82 10,800,00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51 8,970,460  无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光大银

行－国泰君安君得明混合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28 7,60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康缘资产管理

计划和肖伟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其他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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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疫情

防控形势不断向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有序推进，宏观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上半年，我国GDP为 456,614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6%，其中，二季度，我国GDP为 250,11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2%，一季度为下降 6.8%，经济增速实现由负转正，经济整体呈现快速回

升态势。  

同时，国家医药卫生改革加速深化，医保控费、带量采购，用药监控等政策使药企面临严峻

考验，但在创新药优先评审、一致性评价等政策的引导下，医药行业也正加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 

面对新冠疫情和医药行业改革深化，公司推出了系统化、全方位举措，围绕年度经营目标，

强化生产管理，推进营销改革，立足于自有优势产品领域，持续不断地推进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

但受新型疫情隔离措施的影响，医院常规门诊未能正常接诊，尤其医疗机构儿科等门诊量下降幅

度较大，公司上半年整体经营业绩自 2002年上市以来首次较大幅度下降。 

公司在积极应对疫情的同时，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疫情初期，为确保能及时将药品供应到

抗击疫情第一线，经相关部门批准，提前复工，针对疫情所需药品加班生产。疫情发生后，公司

向武汉捐赠爱心款和物资，捐赠药品包括热毒宁注射液、金振口服液、双黄连软胶囊等；向连云

港红十字会捐赠药品与善款，用于保证连云港市民和公共卫生事业安全。此外，公司受武汉市武

昌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委托，加工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仝小林院士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人

推荐用中药协定方，并捐赠武汉疫区使用。公司用实际行动支持疫情防控，体现了康缘药业的家

国情怀和社会担当。 

此次疫情中，公司独家产品热毒宁注射液和金振口服液的作用得到了认可和肯定。2020 年 2

月 18日在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疫情防控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团队推荐的能在体

外抑制新冠病毒引起的细胞病变效应的六种中药中，公司热毒宁注射液和金振口服液名列其中。

另外，热毒宁注射液先后被纳入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和第七版。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武汉市武昌区在社区率先发放中药，探索

形成以“中药通治方+社区+互联网”为重点的防疫方法，筑起阻断疫情蔓延的防线。在新冠肺炎

疫情中，中医药有效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中医药大会上强调，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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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中医企业可以以此为

重要契机推动传承创新发展，对中医药的发展将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中医药的市场

认可度，对公司未来长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创新发展战略，加强内部管理，深化营销改革，稳步推进生产经营各项

工作，努力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新药研发，获批 1个中药药品注册批件（筋骨止痛凝胶）、3个中

药临床试验通知书（麻杏止哮颗粒、苁蓉润通口服液、热毒宁颗粒），授权发明专利 26 件。 

持续推进医保或基药重点品种的上市后深入研究，有序开展金振口服液、杏贝止咳颗粒、热

毒宁注射液等主要品种的循证医学临床研究，同时，深入做好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桂枝茯

苓胶囊等品种的功效成分及作用机制等基础研究，为上市品种的学术推广及临床合理用药提供有

力支撑；积极推动了桂枝茯苓胶囊美国药品注册后续临床试验研究前期准备工作。 

生产管理方面 

公司坚持构建零风险的生产过程防控体系，强化全员质量意识，实现生产信息联通和智能制

造，加强装备提升和安环管理，聚焦人才团队建设，打造效率显著、保障有力的一体化生产体系，

确保产品质量均一、稳定、可控。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中药智能化固体制剂工厂的GMP符合性检查及国家新冠诊疗方案中注射剂

品种GMP现场检查；完成现代中药精准标准化项目的申报、答辩，并获得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标

准化试点项目试点资格。此外，质量控制方面完成桂枝茯苓胶囊指纹图谱标准修订说明；完成龙

血竭酚类提取物、龙血通络胶囊的特征图谱方法学验证；完成天舒胶囊指纹图谱方法研究等。获

得桂枝茯苓片、金振口服液等 5 个品种工艺提升研究补充申请批件，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生产质

量控制能力。 

    2020年上半年药监部门对我公司上市产品共抽检 68批次，涉及品种 31个，抽检合格率 100%，

未发生产品质量及安全事故。     

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坚定不移实施适应市场的营销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发挥市场资源的充分利用。实

施事业部管理改革的新模式，组建新的高端、基层事业部，增设民营分销、综合事业部及普化药

销售部，实施分线事业部制，进行分线管理，形成不同业态综合发展模式。全力推动大产品群的

快速发展、全力推动独家医保和基药口服大品种为核心的发展理念、聚焦核心业态快速发展、促

进销售稳定增长。坚持拓展成人科室稳定针剂发展的初心不动摇。 

报告期内，虽受疫情隔离措施等因素影响，公司抗感染系列用药如热毒宁注射液、金振口服

液等药品销售收入下降幅度较大，但骨科产品复方南星止痛膏、腰痹通胶囊有较好的增长。同时，

参乌益肾片在 2019 年新进医保之前基本无销售的情况下，2020 年上半年销售收入过千万。2019

年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经第二次谈判后再次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医保降价虽对该品种销售额

和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该品种在疫情环境下的销售数量取得了较好的

增长，以量换价效应明显，未来发展可期。 

2020 年下半年，公司将持续推进营销改革，加强市场推广，发挥公司众多独家品种和医保

品种优势，保证公司的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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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 7月 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

22号）（简称“新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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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规定，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首次执

行新收入准则的，将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未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

变化，不会对公司包括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在内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

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肖伟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8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