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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9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2017-029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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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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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药业 股票代码 0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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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俊扬 朱馨宁 

办公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238号金陵药业大厦 南京市中央路 238号金陵药业大厦 

电话 (025)83118511 (025)83118511 

电子信箱 jlyy@jlpharm.com jlyy@jlphar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11,122,007.35 1,808,452,125.78 -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591,000.42 109,754,704.45 -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8,263,016.49 105,049,593.87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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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7,602,413.81 -60,089,120.18 378.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96 0.2178 -8.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96 0.2178 -8.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8% 4.39%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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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1,341,921.60 3,857,882,074.06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50,916,213.33 2,539,216,117.90 0.4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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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新工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45.23% 227,943,839 0   

福州市投资管

理公司 
国有法人 4.94% 24,920,000 0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商业模

式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4.02% 20,248,117 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全球视野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64% 18,358,861 0   

中化蓝天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9% 15,588,765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75% 13,840,600 0   

合肥市工业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93% 9,711,271 0   

司有山 境内自然人 0.99% 4,966,900 0   

白宪超 境内自然人 0.82% 4,122,500 0   

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其他 0.60% 3,000,06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新工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其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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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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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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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是“十三五”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也是多项新医改政策的落实之年。“两票制”、“二次

议价”、“药品一致性评价”、“分级诊疗”、“医药控费”等医改措施在2017年全面铺开，各项政策举

措覆盖了药品供给侧到需求侧各个环节，逐步打破现有的药品流通价值链条，并倒逼医药行业其他环节，

使整个医疗行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短期内将对医药、医疗行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冲击。面对复杂多变的

行业政策环境，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上下一心，同心同德，秉承“稳健中求发展、发展中求稳健”的

经营理念，紧紧围绕年初既定目标和方针，勇毅笃行，砥砺奋进，保持了经济平稳向好发展和职工队伍的

和谐稳定。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1,112.20万元，营业利润15,489.3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10,059.10万元。 

回顾过去半年的经营管理工作，主要做了以下方面工作： 

（一）生产方面：一是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紧扣市场需求，强化组织安排，统筹平衡资源，提

高生产综合效力。二是坚持真实、准确、及时、可追溯的数据管理原则，确保数据可靠性，从而规范药品

生命周期中相关数据的管理，保证药品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有效。三是在保证GMP常态管理下，结合市场、

库存及企业实际，采取集中生产的方式，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四是通过组织“QC小

组”和技能竞赛活动增强全员的GMP意识，在2017年南京市医药行业第八次QC成果发表交流会上，公司六

个QC小组成果获南京医药行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荣誉。 

（二）销售方面：一是通过产品销售过程的积极管控应对医药行业的变革，继续加强营销团队建设，

提高一线营销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强化核心品种的销售管理，制定业绩考核方案，推进核心

品种的医院开发上量工作。二是进一步加强市场推广，提升产品学术影响力，一如既往的狠抓亿元产品的

学术推广工作，举办各类培训，做好产品的随访工作。三是积极推进公司供应链体系的“整合”路径，对

公司销售、医疗、零售药房等平台进行对接，推进公司供应链资源整合及药事服务工作。四是积极寻找零

售药房经营新的模式和途径，金陵大药房合作开办的金陵国医馆已于6月中旬开业，第二家DTC/DTP药房

——宿迁医院药房也即将开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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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疗服务方面：一是宿迁医院以“狠抓医疗质量，注重医疗安全，加强科研发展，重视人才

培养”为创建“三甲”医院工作的主线，抓紧、抓细、抓实创建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和目标任务。2017年上

半年，宿迁医院通过了宿迁市卫计委的第三周期市重点专科审查，新增加5个市重点专科，2个市重点专科

创建单位，截止目前宿迁医院市重点专科达到24个。同时呼吸科等4个专科正全力创省级重点专科。二是

仪征医院认真学习和研究新医改，适应新形势，以医院中长期规划为蓝图，以三级医院新标准为管理要求，

着力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增强综合服务能力。2017年上半年，仪征医院继续推进心内科、肿瘤科等与鼓

楼医院开展合作共建工作，并着手准备再申报2个市级重点专科（麻醉科和心内科）。期间，仪征医院老

年康复中心投入使用，ICU及老病房大楼的修缮工作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为医院的持续拓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安庆医院以创建三级医院为目标，以开展“优质服务年”为抓手，通过借势、优势、错位发展，三管

齐下全面推动医院发展。2017年上半年，妇产科、血液透析中心陆续改造完毕并投入使用。作为安徽省最

早开展日间手术的医院，上半年已完成了250余例日间手术，未发生一例并发症。 

（四）科研开发方面：一是继续加强产学研合作，积极开展质量标准提升和技术创新工作，充分利用

联合实验室及博士后工作站等技术创新载体，借助缓释微丸及前体脂质体技术平台，积极开展创新药和改

良型创新药的技术研究开发工作。二是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研发软硬件建设，针对目前的研发环境

和形势审时度势，重点提高研发的质量和研发的效率，加快推进新产品储备与已申报产品的审评沟通工作。

三是依托公司技术中心继续积极开展产品研发、化学药品注册和质量与疗效的一致性评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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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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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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