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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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半年度无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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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制药 60042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魏冬松 景倩吟 

电话 021-52372865 021-52372865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1320号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1320号 

电子信箱 xdzy_weidongsong@sinopharm.com xd_zhengquanban@sinophar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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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0,616,894.67 17,638,463,762.00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12,202,311.90 7,587,469,894.26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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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631,609.94 1,378,885,842.13 -65.22 

营业收入 6,211,855,587.54 6,255,380,073.90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6,589,943.50 372,338,948.49 -1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9,144,868.41 351,744,120.91 -2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1 5.34 减少1.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80 0.3525 -9.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73 0.3437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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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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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国有法人 23.32 239,512,622 0 无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94 174,005,559 0 无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6.28 167,142,202 0 无   

韩雁林 境内自然人 6.49 66,605,339 0 无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6 19,068,440 0 无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4 15,834,626 0 无   

上海广慈医学高科技公司 国有法人 1.22 12,520,000 0 无   

上海高东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4 7,615,356 0 无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7 6,882,312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65 6,641,34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均隶属于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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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挑战。面

对新形势，公司把握行业趋势，聚焦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一方面有序推进

复工、复产、达产；另一方面，着力推进降本增效，适时调整经营策略，于危机中寻找转机，全

面落实公司年度预算目标。 

2020 年 1-6 月，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62.12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7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2.29%。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强化战略引领，明确实施路径 

公司全面落实战略体系制度建设，提升战略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确立以战略目标、

总体发展规划、子规划、工作计划、“JYKJ”体系、规划评估优化等构成的完整循环构架体系，

明确实施路径。启动“战略、规划、计划”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编制，涵盖产业一体化建设、并

购投资、国际化业务拓展、新兴业务拓展、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和内控体系，以指导“十四五”规

划的落实。 

2、继续推进产业一体化，力促协同落地 

在中长期战略规划框架下，加快推进产业链一体化，进一步打通从原料药到制剂的产业链壁

垒，加速整合产能资源，通过企业联动，形成原料药制剂一体化配套方案，已实现近 30 个品种的

优化衔接，提高协同质效；营销一体化方面，以 CRM 数据系统加速营销一体化，全面督导完善

合规经营制度体系，加快建设适应新形势的营销体系，重点提升销售渠道、政策事务、品牌和终

端的管控能力。 

3、促进技术创新，推动内生式发展 

公司持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报告期内加大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同比增加 14.69%。

采用聚焦项目管理，实施重点督导、全程管控模式，全力推进一致性评价工作。报告期内双氯芬

酸钠缓释片、头孢地尼分散片、头孢克肟颗粒、克拉霉素片 4 个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3 个项目

申报一致性评价。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累计 8 个品种（10 个品规）药品已通过一致性评价，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报告期内公司新申请专利 14 项（其中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7 项），获得新授权发明专利 8 项。 

4、提升运营水平，增强风险控制 

公司持续实施大品种战略，采取“一品一策”实施方案，加强学术和品牌推广，开拓线上合

作，持续优化大品种布局；深入开展精益管理，强化降本增效工作，以成本控制为核心，着力现

场管理、提升 OEE、优化流程等，形成精益生产管理体系；持续推动提质增效，落实财务管控，

有效降低资金成本，销管费用率同比下降 3.88 个百分点；在内控体系完善方面，优化组织结构，

强化业务贯彻，梳理重大风险，完成风险库滚动评估；以法务为指引、以专项审计为抓手、联动

党委巡察，加快形成公司内控检察网；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环保、质量主体责任，建立专项督办工

作机制，提高风险控制实效。 

5、突出党的领导，确保三基建设 

公司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化主题教育成果，以抓短板强弱项为目标，深入调研，

解决突出问题；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认真落实“三基建设”，

牢固广大党员信念，优化企业内部环境；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提升党建工作和经营管控水平，

为全面提升公司发展能力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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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要求

境内上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

对本报告期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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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