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557）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代码：600557                                公司简称：康缘药业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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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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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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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63,226,130.37 1,502,587,031.18 1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382,082.10 190,968,294.89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6,347,916.81 186,484,896.35 -0.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410,391.71 269,673,699.96 -17.1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97,695,959.21 3,143,302,504.20 4.91 

总资产 5,054,957,029.10 4,730,105,366.89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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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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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62 170,272,362 162,269,684 无 0 

连云港康贝尔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7 31,870,567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2.97 18,280,080 0 无 0 

萧伟 境内自然人 2.76 17,003,232 0 无 0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

汇添富－康缘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94 11,945,196 11,945,196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4 7,009,991 0 无 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98 6,068,719 0 无 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93 5,748,339 0 无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

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8 5,439,480 0 无 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88 5,439,480 0 无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8 5,439,480 0 无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

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8 5,439,48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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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8 5,439,480 0 无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88 5,439,48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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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萧伟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其他股东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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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

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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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医药行业政策的调整期和市场动荡期，在宏观经济 L型整体走势下，医药行业增速

放缓，国家药物政策密集发布，监管力度不断强化，医药产业逆境中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医院控费，两票制，三医联动等改革举措层出不穷。面对新常态下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医药市

场竞争加剧的环境，公司在报告期内，紧紧围绕 2017 年年度计划目标，积极应对各项挑战，坚持

创新发展战略，加强内部管理，推动营销改革，稳步推进生产经营各项工作，有力保障公司主营

业务在报告期内稳步发展。 

公司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在研发方面，公司始终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在持续开展创新中药开发与上市大品种技术提升

的同时，不断强化化学药新产品研发，为公司“发展新业态、开拓新增长点”提供了技术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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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1个 1 类化学药申报临床批件，获批 1 个中药 5类（增加临床适应症）

临床批件，8个品种进入 CDE技术审评。围绕 13个上市中药品种，系统进行临床再评价研究和基

础研究，开展热毒宁注射液治疗流感合并高热、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治疗脑卒中、散结镇痛

胶囊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循证医学研究，进一步明确药品有效性和安全性，为市场推广提供了

更为充分的科学证据。积极推进桂枝茯苓胶囊美国Ⅲ期临床试验的相关工作。申请发明专利 39

件，获授权 21件。 

未来公司将继续重点关注与创新研发战略相吻合的疾病领域，加强创新药物的自主立项或合

作研发，同时进一步加强上市大品种深入研究及再评价，做好中药注射剂再评价研究相关工作，

实现大品种上市后深入研究成果向临床推广的转化；做好桂枝茯苓胶囊美国药品注册后期临床研

究及相关基础研究等工作。 

在生产管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及各子公司全面推广 TPM和 OEE管理，以“立足本岗、立

足现场、即时改善、即时提升”原则积极发现改善机会，实施改善活动，巩固改善效果，实现持

续改善。公司持续优化生产全流程，对重点产品进行全流程价值流分析，从物料采购、出入库、

生产操作、取样、检验过程等各环节进行增值效益分析，对标准消耗、定额工时等各项指标进行

精准测算，完成各产品优化改善工作。继续推行虚拟利润考核指标的绩效管理，提升运营效率与

效益。 

公司进一步加强药材质量溯源管理模式，固定药材产地、保证药材来源稳定、过程可控、质

量可追溯；公司在切实规范日常生产行为、完善生产条件和确保生产质量管理符合 GMP 规范的基

础上，进一步加强质量风险的管理，优化完善公司各项监督管理制度，并定期审计。2017年上半

年药监部门对我公司上市产品共抽检 52批次，涉及品种 10个，抽检合格率 100%，未发生产品质

量及安全事故。 

公司坚持精益制造、绿色制造理念和原则，持续推行能源管理项目，报告期内通过 ISO50001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认证证书，目前企业总产值能耗、增加值能耗及总产值水耗均低于中

医药行业单位能耗值。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口服液车间产能升级改造项目并通过 GMP认证。 

报告期内公司在生产上坚持以品质为本，开源节流，在提升产值规模的基础上，通过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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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控制和管理手段，提升了生产保障能力，出色地完成了生产成本管控指标。 

在销售方面，上一年度，公司积极进行母公司、子公司各销售产品线整合，改变原单纯事业

线的垂直销售模式，成立营销总公司，推行分产品线、分区块相结合的矩阵式管理模式，2016年

四季度，公司开始实行医院主管责任制，医院主管、代表之间横向纵向联合，在区域市场形成立

体销售网络，对终端实行全面覆盖，激发销售活力；不断强化县级医院开发与基层覆盖；逐步建

立包括医学、产品、推广、品牌四部一体的市场开发中心，强力推动全员学术营销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营销改革初见成效，医院主管制扎实推进，实施主管制的医院终端消化明显提

升，截至报告期末医院主管设立了六百多人，主管区域代表设立了一千余人；2017年 5月份，公

司总经理对未来具有高速发展的潜力区域，提议引入黑马区概念，为热毒宁实现保规模和平稳增

长提供了条件，报告期内川渝地区成果初步显现；下半年公司将会继续深入贯彻营销体制改革，

为营销业绩垫定良好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45.44%来源于华东地区客户，40.01%来源于华中、华南、华北地

区客户，14.55%来源于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客户。下半年公司仍将继续对营业收入占比较低地

区，加大营销力度，提升终端覆盖率，促进公司销售收入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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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226,130.37 1,502,587,031.18 10.69 

营业成本 412,233,421.76 377,492,351.45 9.20 

销售费用 739,976,636.77 646,287,029.18 14.50 

管理费用 230,633,217.16 208,989,188.12 10.36 

财务费用 24,761,601.32 23,936,484.68 3.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410,391.71 269,673,699.96 -17.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671,684.09 -288,025,509.3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74,502.91 37,952,399.31 -148.15 

研发支出 166,402,696.82 144,174,659.09 15.42 

税金及附加 34,215,335.47 24,650,719.01 38.80 

营业外收入 8,091,735.35 5,584,735.31 44.89 

营业外支出 2,813,463.83 67,222.73 4,085.29 

变动比例情况说明： 

（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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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因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房产税等四项税种所致； 

（3）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4）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康缘阳光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较去年

同期增加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 其他 

□适用 √不适用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末母公司股权投资额较上年末增加 2,800.08万元，详细变动情况如下： 

对子公司投资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单位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江苏康缘阳光药业

有限公司 
111,512,319.14   111,512,319.14 

江西康缘桔都药业

有限公司 
37,500,000.00   37,500,000.00 

连云港康盛医药有

限公司 
9,684,563.53   9,684,563.53 

康缘华威医药有限

公司 
 48,000,000.00  48,000,000.00 

康缘美国有限公司 6,857,200.00   6,857,200.00 

西藏康缘药业有限

公司 
15,000,000.00   15,000,000.00 

江苏康缘弘道医药

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000,000.00  

合计 200,554,082.67 48,000,000.00 20,000,000.00 228,554,0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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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营、合营企业投资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投资 

单位 

期初 

余额 

本期增减变动 

期末 

余额 

权益法下

确认的投

资损益 

宣告发放

现金股利

或利润 

计提

减值

准备 

二、联营企业      

北京健坤和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3,979,953.99 798.75   3,980,752.74 

小计 3,979,953.99 798.75   3,980,752.74 

合计 3,979,953.99 798.75   3,980,752.74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不适用  

 

(四)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适用 √不适用  

 

(五)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全称 主要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江苏康缘阳
光药业有限
公司（合并
口径） 

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露剂、
橡胶膏剂、口服液、糖浆剂、中
药前处理及提取。农副产品销售。 

4,800.00 59,035.01 14,648.71 950.63 

 

(六)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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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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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能面对的风险 

√适用 □不适用  

1、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药品质量，人命攸关。药品质量的安全是企业面临的首要风险，强化产品质量控制，保证产品安

全是药品生产企业的首要责任。 

药品质量风险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固有风险和管理风险。其中质量标准风险、不良反应风险是药

品固有风险，管理风险则贯穿药品从原辅料购进到生产加工、到医患者使用的全部过程，主要包括原

材料供应、生产管理、药品流通、医患者使用等环节。 

面对上述风险，公司一贯秉承“以质量保生存，以质量树品牌，以质量求效益，以质量促发展”

的质量方针，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生命，严把产品质量关，建立产品质量管理的长效机制和全面质量管

理体系，主要从以下方面保证药品质量安全： 

原材料采购与控制：公司制定了高于法定标准的内控标准，对药材的原产地进行严格控制，保证

药材来源及产地固定，从源头上保证原药材物质基础的一致性，保证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及可控

性。 

质量研究与控制：公司奉行“产品质量源于设计”的理念，从产品立项、研究阶段即对产品的质

量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始终围绕安全、有效、可控作为新药研发的出发点，从产品研发的源头保证

处方、工艺、临床定位的科学、合理、可行。深入开展注射剂产品效用成份物质基础研究，严格按照

《中药、天然药物注射剂基本技术要求》，明确中药注射液的有效成分。 

生产管理与控制：认真贯彻执行新版 GMP 的规范，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从原料、中间体、成品建

立了先进的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技术和内控质量标准，公司主导产品桂枝茯苓胶囊、热毒宁注射液等

建立生产全过程指纹图谱控制技术和标准，确保原料、中间体和成品批次间质量稳定、均一，从而保

证药品安全有效、稳定可控。 

销售管理与控制：公司通过订立严格的《产品流通使用管理规程》、《临床信息反馈管理制度》，

对公司产品销售环节的运输、储存、使用、效期管理、退换货管理提出严格的制度要求，明确销售环

节责任人，保障公司产品在销售使用环节质量安全。同时建立药品再评价研究部专业部门，主动开展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研究，建立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强化对医护人员、患者进行药品不良

反应应急处理与药品安全知识培训，并将市场跟踪监测信息及时反馈，及时上报国家药监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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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药品说明书，保障医患者用药安全。 

2、药品市场准入风险。 

随着我国医改新举措不断推出，“三医联动”进度加快，医保支付标准即将出台，“两票制”深

入推进，药品生产使用流通的若干政策意见进一步完善，种种措施加快了医改进程，也影响着医药集

中采购制度的发展，2017年降价依然是国家、省级、试点地区药品招标采购的主基调，药品招标采购

也将呈现量价齐跌的趋势，各省市普遍缩小药品采购目录，大量的药品因无法进入目录而丧失进入市

场的机会。 

面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政策变化，加强政策的解读与分析，积极应对。同时坚持以产品

质量、疗效优势、成本分析，药物经济学对比评价等客观指标的合理性参与招标议标，恪守企业供货

信用，维护价格底线，同时发挥企业新产品多、独家品种多的多重产品优势，全面参与市场招标、应

标，积极适应国家医药改革的相关政策，保持企业持续发展动力。 

3、环保政策及其变化引致的风险  

公司从事中成药的生产，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液及废渣，若处理不当易污染周边环境，产

生不良后果。虽然公司已严格按照有关环保法规、标准对污染物进行了治理，废气、废液和废渣的排

放均达到了环保规定的标准，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社会对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国家及

地方政府可能在将来颁布新的法律法规，提高环保标准，使公司支付更高的环保费用。 

面对上述风险，公司将继续通过技术进步，完善生产工艺，减少环保的压力，节约环保成本、提

高经营业绩，最终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4、安全生产的风险  

公司产品制造过程可能会发生相应安全事故，影响公司生产的连续性，并可能造成较大的经济损

失，给公司经营带来一定的风险。公司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已建立了完善的环保、职业健康和安全控制

体系，公司一贯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工作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通过建立系统的安全生产体系，组织开展安全检查、员工安全培训、强化安全生产基础建设、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等手段能够保证公司安全生产和平稳运行。 

(三) 其他披露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关于公司药品入选“国家医保目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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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23 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15 号】，公司共有 110 个药品入选了《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以下简称“国家医保目录”），其

中公司独家药品 20 个。（详见 2017 年 2 月 24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告，公告编号：2017-001。） 

2、关于公司获得 2016 年江苏省质量奖的说明 

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文件苏政发[2017]12 号《省政府关于授予南京国电南自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

等组织 2016 年江苏省质量奖的决定》，我公司等 10 家组织获得了 2016 年江苏省质量奖。（详见 2017

年 2 月 25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2。） 

3、关于控股子公司康缘阳光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德福康缘的说明 

2017 年 3 月 29 日康缘阳光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德福康缘的事项，公司

作为持有康缘阳光 63.40%股权的控股股东，于 2017年 3月 29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康缘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详见 2017

年 3 月 31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6。） 

4、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说明 

2017 年 6 月 15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康缘集团的通知，康缘集团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855,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并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

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不低于 200 万股（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累计增持股数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含本次已增持股份）。（详见 2017年 6 月 16 日刊登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公告

编号：2017-025。） 

2017 年 7 月 5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康缘集团通知，康缘集团于 2017 年 7 月 5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再次增持了公司股份 358,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6%，本次增持后，康缘集团合计

持有公司 170,630,6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68%。康缘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为 32.90%。（详见 2017 年 7 月 6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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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公告编号：2017-031。） 

2017年 7月 17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康缘集团通知，康缘集团于 2017年 7月 10 日至 7 月 17日

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再次增持了公司股份 1,631,066 股，占公司总股本 0.26%。本次增

持后，康缘集团合计持有公司 172,261,728股，占公司总股本 27.94%。康缘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33.16%。（详见 2017年 7月 1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公告编号：2017-032。） 

5、关于公司药品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说明 

2017 年 4 月 14 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确定 2017

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谈判范围的通告》，公司药品银杏二萜内酯葡胺

注射液入选了《2017 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谈判范围》。（详见 2017

年 4 月 18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公告，公告编号：2017-010。） 

2017年 7月 19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关于将 36种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将 36 种谈判药品纳入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以下简称“国家医保目录”）乙类范围。公司药品银杏二

萜内酯葡胺注射液被纳入了“国家医保目录”。（详见 2017 年 7 月 20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公告编号：2017-033、

2017-034。） 

6、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康缘华威收购子公司的说明 

为了满足未来在化药方面的研发及生产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康缘华威于 2017年 4月 19日以 770

万元的价格受让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 70%的股权，2017年 5月 18日辽宁康缘已完成工商变更手

续。辽宁康缘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注册地为本溪市溪湖区石桥子香槐路 65 号，主要经营范围为原

料药的研发、生产、销售；医药技术的研发、转让、咨询服务；医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销售；原

料药及中间体进出口业务。 

7、关于公司 2016 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归还的说明 

2016 年 5 月 9 日，公司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

案》，同意公司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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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6 日，公司 2016 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产品简称：16 康缘药业 SCP001，产

品代码：011698160）。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 亿元，发行价格为 100 元/百元面值，

发行期限为 270 天，起息日为 2016 年 7 月 28 日，到期兑付日为 2017 年 4 月 24 日，票面年利率为

3.13%，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已于 2016年 7月 28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本次资金用途为偿还发

行人及子公司的银行借款。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详见 2016 年 7 月 29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公告，公告编号：2016-018。） 

2017 年 4 月，公司已归还 2016 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8、关于认购华泰大健康股权投资基金份额的说明 

2016 年 9 月 5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认购华泰大健康股权投资基金

份额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5,000 万元认购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设立并发行的华泰大健

康股权投资基金份额。（详见 2016 年 9 月 6 日刊登于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告，公告编号：2016-028。） 

2017 年 1 月，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支付 2,500 万元。 

9、关于投资中核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说明 

2017 年 1 月，公司与中核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新能源”）签署增资扩股协议，

以 1亿元人民币投资中核新能源，投资款已于 2017年 1月支付完毕，投资后公司持有中核新能源股权

的比例为 5.55%。 

中核新能源增资扩股后的注册资本为 92,861.68 万人民币，中核新能源目前以生活污水投资建设

运营为主业，系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旗下企业，主要股东为中国核建集团旗下的中核投资有限公

司和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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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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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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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萧伟 

日期：2017年 8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