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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6                               证券简称：康芝药业                        公告编号：2020-053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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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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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芝药业 股票代码 30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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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德新 卢芳梅 

办公地址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

园药谷三路 6 号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

园药谷三路 6 号 

电话 0898-66812876 0898-66812876 

电子信箱 honz168@honz.com.cn honz168@honz.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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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1,318,235.60 522,386,183.33 -2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50,481.94 6,366,283.38 1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044,435.41 1,752,919.73 7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3,080,835.57 44,698,555.47 -375.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6 0.0141 17.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6 0.0141 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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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0% 0.41%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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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4,092,639.19 2,194,418,103.22 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05,930,390.72 1,498,479,908.78 0.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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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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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宏氏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49% 132,695,947 0 质押 129,545,946 

广州高新区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0% 45,000,000 0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3.69% 16,625,000 0   

陈燕娟 境内自然人 2.86% 12,882,200 0 质押 6,412,200 

许俊杰 境内自然人 2.02% 9,100,000 0   

陈惠贞 境内自然人 1.81% 8,148,683 6,111,512   

洪江游 境内自然人 1.71% 7,686,997 5,765,248 质押 6,533,849 

康芝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89% 4,012,500 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聚鑫

2026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7% 3,932,500 0   

彭雅馨 境内自然人 0.67% 2,992,69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陈惠贞与洪江游为母子关系，股东洪江游是控股股东宏氏投资的股东，“康芝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为公司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购买的股份，

股东洪江游通过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鑫 20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 3,932,500 股，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宏氏投资通过协议转

让给公司引进的战略投资者，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关联自然人与其他股东，以

及其他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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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股东海南宏氏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9,545,947 股，通过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1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2,695,947 股； 

2.股东陈燕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412,200 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47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882,200 股； 

3.股东许俊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9,1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1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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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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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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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医药行业政策调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和产品市场竞争格局

的变化等，公司继续以年初董事会制定的经营策略，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131.8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1.26%；实现利润总额1,228.6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0.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45.0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7.03%。 

（一）防疫工作方面 

报告期内，突如其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疫情期间，为了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及响应政府号召，公司反映迅速，第一时间成立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组织员工节后

提前返岗复工，大年初三，康芝药业各生产基地已相继投入紧急生产，仅用8天时间建成海南首条口罩生

产线，并一直坚持“不提价”、“不停工”、“保质量”及“保产量”的“两不两保”原则，尽一切能力、不

计成本确保疫情防控物资的生产及供应。同时，公司积极与疫情作战，打出战疫组合拳：“捐赠疫情防控

物资及药品”、“确保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供应”及“全方位呵护员工健康安全”。 

在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及支持下，公司海南总厂以较快的速度获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及医用外科口罩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中山爱护也火速获得《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在原有的衣物除菌液、抑菌泡泡洗手液的基础上，新增免洗手消毒凝胶和消毒液等满足全家消毒需求的产

品。 

报告期内，在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见证下，康芝药业作为海南省抗疫物资生产重点单位，与中国

石化海南石油公司签订熔喷布采购等相关合作协议，以保障防疫物资有序生产，强化风险意识，进一步填

补海南防疫物资空白，以共建海南公共卫生防护体系。 

（二）市场销售方面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药品板块、生殖医学及妇儿健康医疗服务板块以及婴童康护用品板块的销

售均受到一定的短期影响，但医用口罩、免洗手消毒凝胶、消毒剂及抑菌泡泡洗手液等防护用品在疫情期

间销售量增幅较快。随着疫情的减缓，生殖医学及妇儿健康医疗服务板块已基本上恢复正常，药品板块及

婴童康护用品板块也逐渐恢复。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学术、销售政策等多方面配合及支持，积极做好代理商管理工作，对代理商进行

梳理及优化，探索布局电商业务，加强业务人员的培训及学习，练内功，促销售。 

报告期内，除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坦钠调整出云南省医保目录外，没有出现其他新进入或者退出省

级、国家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情形。 

公司生产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儿童口罩、免洗手消毒凝胶等多款优质防疫产品亮相第

五届ICEE/ICEF中国（广州）国际跨境电商展暨跨境商品博览会全球应急医疗与创新防疫物资交易专区，

康芝药业凭借品类丰富的防疫用品、制药企业的质量保证以及细心周到的交流服务，吸引了大批海内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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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商等前来参观、体验和洽谈。公司防疫产品在国内主要销往医院、学校、商场、酒店和社区，同时也受

到了海外市场的青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山康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其医用口罩过硬的质量，被列入商

务部和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公布的白名单“双认证”企业，公司口罩生产也已成功获得EN ISO 

13485:2016欧盟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目前公司医用口罩等防护产品已销往英国、西班牙、中东、南非、南

美及东南亚等国家。 

(三）研发方面 

随着儿童药物临床研究的开展，适用于儿童的药物临床试验设计和评价方法也正在不断地探索和改

进，康芝药业作为国内一家专注儿童大健康的企业，一直致力于推动儿童安全用药的发展，加强与国内外

科研院校的交流合作，并与国际著名定量药理学专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William J. Jusko

（杰柯）教授、Donald E. Mager（梦哲）教授进行交流，共同探讨了关于“定量药理学在儿童药物研发

的应用及发展趋势”，经Jusko教授博士生授权，优先转载《定量药理学概论》。 

报告期内，康芝药业全资子公司河北康芝生产的产品布洛芬颗粒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并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布洛芬颗粒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已进入注册程序的药品类新产品研发项目8项，有1个研发项目已获得生产批件，

注射用苏拉明钠等3个新产品研发项目正在开展临床研究；报告期内，公司增加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口罩产

品的生产及研发，研发中的医用口罩产品有医用防护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大童型、小童型、灭菌

型）及医用外科口罩（灭菌型），此几种产品注册申请材料已报送海南省政务中心，均处在注册申报中。

报告期内研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将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及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投资方面 

报告期内，为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响应政府号召，公司增设口罩生产车间及生产线。根据

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使用6000万元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康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并计划在海口市海口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园二期药谷三路6号，利用现有厂房、仓库等设施进行装修改造，利用

厂区空地（第三期项目）进行建设“康芝·海南(国际)医疗防护生产基地”项目，以便今后能利用海南自

由贸易港的进出口税收政策等优势，进口全球优质的医疗耗材产品进行生产、加工、创新后，在满足国内

生产生活和战略储备需要的同时，让高品质医疗耗材产品进军国际市场，塑造良好的公司及产品形象，提

高公司的盈利能力。目前该项目已开始动工。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发展战略，与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合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报告期内，因受疫情影响，公司广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建设计划有所调整，目前的进展情况如下： 

（1）广东康大建设项目 

目前一期动力站、二期项目办公质检研发楼、三期项目的综合制剂楼、门卫（内设消防控制室）以及

厂区道路等土建工程和室外管网工程已基本完成，各单体建筑水电和消防、厂区变配电、地下消防水池设

备等安装工程、室内装修和园建绿化工程，正在稳步推进。 

（2）中山康芝建设项目 

目前一期项目车间一，二期项目宿舍楼，三期项目车间二、中试车间、研发楼、污水处理站以及厂区

道路等土建工程和管网工程已基本完成，各单体的建筑水电和消防、生产设备、厂区变配电、污水站设备

等安装工程和室内装修和园建绿化工程，正在稳步推进。 

随着海南自贸港在投资、贸易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加速发展，海南基础建设、营商环境和税制优惠的持

续升级，康芝药业作为立足海南布局全国乃至全球的，有精品药品、品牌婴童康护用品产供销，并拥有二

代试管婴儿牌照的医疗服务机构的儿童大健康企业，将在享受国际贸易自由便利、药品准入放宽、吸引国

际高端专业人才、深度布局岛内生殖医学综合服务等方面寻找更大的发展机会。 

(五)内部运营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最新相关法规的要求，开展印章管理等各项专项检查，重新修订印章管理制度及

流程，并通过防范风险、预防电信网络诈骗、规范印章管理、多部门联合内部审计、成立药品安全管理委

员会、管理优化与编制精简等措施，提高公司管理水平，规范内控管理，防范法律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新任董事赴中山爱护及广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进行走访调研，实地查看及全面掌握公

司的生产经营和规范运作等情况，以充分了解了两个项目的建设进度及后期计划；康芝红脸蛋基金积极响

应海南上市公司协会等部门的集结号，于儿童节当天赴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陈考村陈考小学，送健

康、筑梦想；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公司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开展了“诚实守信做受尊敬的上市

公司”投资者保护专项宣传教育活动。 

（六）截止本公告日公司2020年荣获的主要荣誉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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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康芝药业荣获 “第十届海南省优秀企业”荣誉称号 

康芝药业荣获 “2019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奖” 

康芝红脸蛋基金发起的“红脸蛋图书馆捐建”（项目）荣获 “2019年度公益项目奖” 

康芝药业党支部荣获 “海南省两新组织疫情防控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康芝药业旗下中山爱护荣获“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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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A.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统称"新收入

准则"）的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B.影响说明：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对 2020年期初留存收益的重大调整；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和未来经营业绩均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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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2 月，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康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本期将海南康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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