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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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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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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 431,386,148.97 元。母公司财务报表净利润为 413,849,541.68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984,010,451.55 元，减去报告期内发放的 2017 年度现金红利 36,986,947.26 元，本次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 2,360,873,045.97元。 

经董事会审议，在满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的同时，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条规定，

公司拟定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公司目前总股本 616,449,121 股，其中回购专用账户 23,568,083股，以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

后股份数 592,881,03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税），本次派发现

金红利 47,430,483.04 元，本次利润分配后，尚未分配的利润 2,313,442,562.93元，结转以后年

度分配。 

2018年 11月 16日至 2019年 2月 1日公司回购股份累计支付 249,999,368.59 元，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回购股份支付金额

115,003,366.54元视同现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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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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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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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18-85521990 0518-85521990 

电子信箱 fzb@kanion.com fzb@kanio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主要业务涉及药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始终秉承“精品

国药，康缘创造”的良好愿景，以创新为驱动，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并积极布局化学药、生

物药领域。公司是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全国制药工业百强企业。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线聚焦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骨伤科疾病等中医优势

领域，呼吸系统产品线的代表品种有热毒宁注射液、金振口服液、杏贝止咳颗粒等；妇科产品线

的代表品种有桂枝茯苓胶囊、散结镇痛胶囊等；心脑血管产品线的代表品种有银杏二萜内酯葡胺

注射液、天舒胶囊、龙血通络胶囊、益心舒片、大株红景天胶囊、苁蓉总苷胶囊等；骨科产品线

的代表品种有腰痹通胶囊、复方南星止痛膏、淫羊藿总黄酮胶囊、抗骨增生胶囊等；同时还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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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小儿多发性抽动症的九味熄风颗粒等儿科品种。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是研发、生产、销售全方位型。 

1、研发模式 

公司建立了国际先进的创新药物研发体系，通过“研发一代、规划一代”的合理布局，运用

药物开发的先进技术，研制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具有临床优势和特色的创新中药。同时，公司

集成生命科学前沿技术，研究、解析上市中药品种的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持续提升已上市产品

的质量标准，并通过上市后循证医学临床再评价，阐明产品的临床优势和安全性，以期为上市品

种的学术推广及临床合理用药提供支撑。 

在持续开展创新中药开发与上市大品种技术提升的同时，公司在化学药领域立足“创新为主，

仿制为辅”的理念，力争在重大疾病以及其他与公司销售模式相适应的疾病领域实现创新药物研

发的突破。 

2、采购模式  

公司设有专门的集采中心，全面统一负责公司研发、生产、经营所需物料、物品等对外采购

工作，保证公司研发、生产、经营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研发、生产、经营计划确定原辅材料、

包装材料、试剂耗材、办公用品、物品等采购计划，集采中心依据招投标管理、采购订单管理、

采购付款管理等制度和流程进行采购，合理控制物料采购价格、库存，降低资金占用。通过对大

宗物资供应链及产业链的深入研究，根据采购品种上、下游产业的价格分析，原料药材的价格分

析与预测，同时结合市场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实现专业化招标采购的管理模式，在保证质量的基

础上有效降低公司采购成本。 

3、生产模式 

公司及生产型子公司所有产品均严格按照 GMP 规范进行组织生产，以销定产，ERP 贯穿整个

生产流程。生产计划部根据销售公司提供的各产品年度销售预测以及月度销售计划、发货、库存

情况，制定生产计划；生产部门协调和督促生产计划的完成，同时对产品的生产过程、质量标准、

卫生规范等执行情况进行严格监督管理，由各生产车间负责具体产品的生产管理；质量保证部、

质量控制部对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关键生产环节的原辅料及包材、中间产品、半成品、产成品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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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检验监控。  

4、销售模式  

公司的营销模式主要采取专业学术推广、招商代理及普药助销三位一体的模式。 

学术推广是公司医药营销的主要特色，公司坚持自建营销队伍，成立高端市场、基层市场、

第三终端市场营销团队，依靠专业学术推广队伍，通过专业医疗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各种层级、

各种形式的学术推广活动，把产品临床应用研究成果传递给各级医疗机构目标医生与店员，从而

提高公司医药产品的知名度和医生的认可度。同时终端药品使用情况也能由营销团队反馈至生产

系统、研发系统，对公司的质量管理、研发创新、库存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招商代理模式是专业学术推广的补充营销模式，主要是针对公司部分没有形成专业学术推广

产品线的新药产品以及暂时没有形成学术推广能力的部分区域，公司因地制宜制定营销策略，在

各区域内精细化招商，由经销商为公司提供分销配送服务，公司为经销商提供学术支持、监管考

核，双方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普药助销模式主要是针对不需要进行临床推广的普药产品，公司通过与医药商业公司合作完

成面向终端的市场分销工作。 

公司直接客户为医药商业公司，通过全国各地医药商业公司将产品销售到各类医药终端，并

由营销人员进行终端销售的推广工作。公司主要产品的终端市场定价原则是：公立医疗机构销售

产品执行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定价。 

（三）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 2018 年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增长，主要驱动因素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司重视研发创新，

研发创新成果持续收获，公司先后建立了中药制药过程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成药智能制造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重大新药创制企业大平台、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认定企业

技术中心、企业院士工作站等国内领先的创新平台，创新产品报告期内持续发力，销量大幅提升，

预计今后将稳步增长，为公司带来长期效益；二是公司进军基层市场战略目标方向正确，基层市

场已经成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三是公司持续大力扶持 OTC 销售，OTC 销售在报告期内有所改观，

未来 OTC 的发展将会优化公司销售结构；四是公司新进国家医保和国家基药品种呈现了良好的销

售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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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情况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营产品主要涵盖医药制造业中药细分行业。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产业，其与国人身心健康

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刚性需求，是典型的弱周期行业。2018 年是“十三五”承上启下的关键一

年，受机构改革、带量采购、二次议价、总额预付、DRGs 支付改革、合理用药监控、医保、基药

目录调整等政策影响，部分药品价格持续下降，相关药企收入及利润增速较前期有所放缓，但同

时在创新药优先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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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43 万亿，同比增长

12.4%，同比增长 12.6%,实现利润总额 0.31 万亿，同比增长 9.5%。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2018 年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

发展中医药事业”贯彻落实的一年，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

战略高度，机构改革后新部门出台的众多政策及规划均向中医药倾斜。虽然近几年受宏观经济影

响中医药行业增速有所下滑，但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医疗

保健意识增强，以及各项鼓励引导政策不断出台，中医药行业未来发展仍然值得期待。 

（五）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中药行业中拥有新药证书最多、有效发明专利数最多、承担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

最多的企业，也是开展现代中药国际化研究最为深入的企业之一，连续三年蝉联由药智网、中国

药房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中药研发实力排行版”第一名。公司“以桂枝茯苓胶囊为示范的现

代中药功效相关质量控制体系创立及应用项目”获 201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银杏二萜内

酯强效应组合物的发明及制备关键技术与应用”获 2018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报告期内，公

司还获得了由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颁发的“2018 年中国创新力医药企业”、中国化学制药工业

协会指导颁发“2018 中国药品研发综合实力排行版 TOP100”等众多荣誉，公司产品桂枝茯苓胶

囊荣获了由国家中药现代化（上海）创新中心、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颁发的“2017 年度民族中

药匠心产品奖。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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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5,602,949,959.27 5,393,709,954.91 3.88 4,730,105,366.89 

营业收入 3,823,804,735.39 3,274,698,153.55 16.77 3,000,277,807.2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31,386,148.97 373,782,724.75 15.41 373,740,970.9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13,250,341.05 361,460,248.69 14.33 337,379,845.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768,005,659.01 3,485,495,723.84 8.11 3,143,302,504.2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36,392,894.14 382,928,707.97 66.19 299,017,699.5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3 0.63 15.87 0.6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3 0.63 15.87 0.6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73 11.29 增加0.44个百分

点 

12.5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95,793,447.02 948,699,182.75 909,540,940.82 1,069,771,16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4,617,166.68 107,058,225.18 115,918,543.74 113,792,21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91,127,480.48 101,724,759.94 112,082,531.89 108,315,568.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5,452,254.85 65,868,140.85 171,407,218.71 203,665,279.7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0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74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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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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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3,226,039 176,173,467 28.58 5,972,69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连云港康贝尔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31,870,567 5.17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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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83,925 21,783,925 3.53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8,280,080 2.97 0 无 0 其他 

肖伟   17,003,232 2.7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国泰君安证券－建设

银行－国泰君安君得

鑫股票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6,321,658 2.65 0 无 0 其他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

行－汇添富－康缘资

产管理计划 

  11,945,196 1.94 11,945,196 无 0 其他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10,765,543 10,765,543 1.75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5,028,525 8,970,460 1.46 0 无 0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439,480 0.88 0 无 0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

行－易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5,439,480 0.88 0 无 0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5,439,480 0.88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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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计划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439,480 0.88 0 无 0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439,480 0.88 0 无 0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

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439,480 0.88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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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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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 382,380.47 万元，同比增长 16.77%，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43,138.61 万元，同比增长 15.41%，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63,639.29万元，同比增

长 66.19%；其中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0,478.21 万元，同比增长 17.97%，净利润 41,384.95 万

元，同比增长 14.8%，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52,207.72 万元，同比增长 48.9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

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

收款”列示； 

“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

付款”列示； 

“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

“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 

“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 2,128,963,719.99

元，上期金额 2,244,810,980.28 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210,886,335.5 元，

上期金额 237,405,512.31 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1,278,122.17 元，

上期金额 3,392,119.24 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 1,925,490.00 元，

上期金额 1,925,490.00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

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

发费用”单独列示； 

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

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292,780,111.59 元，

上期金额 236,602,469.14 元，重分类至“研发

费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

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无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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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江苏康缘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连云港康盛医药有限公司 

江西康缘桔都药业有限公司 

西藏康缘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康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图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缘华威医药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无变化。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肖伟      

2019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