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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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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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973,332,449.11 5,820,629,745.82 5,602,949,959.27 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680,035,355.20 3,889,406,764.12 3,768,005,659.01 -5.3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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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2,725,547.15 293,126,223.59 261,320,395.70 57.86 

营业收入 2,262,629,244.75 1,845,564,676.00 1,844,492,629.77 2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42,491,076.17 201,336,505.69 201,675,391.86 2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36,530,824.57 191,020,104.25 192,852,240.42 23.8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22 5.61 5.62 

增加0.61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1 0.34 0.33 20.5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1 0.34 0.33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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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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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1 176,173,467 5,972,690 无   

连云港康贝尔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38 31,870,567   质押 29,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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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4.72 28,000,00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3.67 21,762,222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3.08 18,280,080   无   

肖伟 
境内自

然人 
2.87 17,003,232   无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建设

银行－国泰君安君得鑫股

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62 15,528,033   无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

汇添富－康缘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01 11,945,196 11,945,196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其他 1.51 8,970,460   无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557）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司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

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2 5,439,480 

  
无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2 5,439,480 

  

无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2 5,439,480 

  
无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

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2 5,439,480 

  
无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2 5,439,48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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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 5,439,48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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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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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监管政策密集出台，医药行业挑战与机遇并存。报告期

内，公司积极适应新常态，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实现营业总收入 226,262.92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22.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249.1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44%。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在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 2个 1 类化学创新药临床批件，授权发明专利 36件。公司围绕已上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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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大品种，开展循证医学临床再评价研究和基础研究，稳步推进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等 5 个

品种临床试验；积极开展桂枝茯苓胶囊美国药品注册临床试验和腰痹通胶囊等品种的欧盟药品注

册基础研究工作。 

在生产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智能制造支撑品牌发展，不断挖掘智能制造示范内涵，注射剂车间获

得江苏省示范智能车间授牌；完成中药智能化固体制剂工厂主体封顶和智能化方案设计，开展全

面安装工作，该项目响应中国制造 2025 规划，以中药智能制造为目标，以数字化中药提取精制工

厂实践经验为基础，继续完善提升中药先进制造与过程知识系统理论，构建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

智能制造技术集群。 

2019 年上半年度药监部门对我公司上市产品共抽检 74 批次，涉及品种 44 个，抽检合格率

100%，未发生产品质量及安全事故。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丸剂 GMP 认证现场检查。 

报告期内完成雨污分流改造，尾气处理设施升级改造，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的环保法规和政

策，达标排放。 

在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面对招标政策复杂、医院二次议价、主要品种热毒宁二级医院以下销售受限等频

出不利政策和市场不确定性不断加剧的外部坏境，公司积极应对其所带来的挑战，抓住公司新进

国家医保产品和国家基药产品的发展机遇，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推进营销体制改革。 

1、强化基层和基药开发 

进一步扩大基层市场，成立专门基层省公司，通过积极进军基层市场、扩大基层市场队伍，

强化区县级医院及基层医疗终端的覆盖，基层销售已成为公司全年营收的重要来源；明确主要基

药品种战略模式，以基药品种为核心全面开发，提高六大基药覆盖率，同时通过扩充县区基层终

端队伍，来确保基药品种取得快速发展。 

2、抓好核心产品开发 

抓好核心产品金振口服液的基层市场开发、高端及妇儿医院增长和 OTC 市场突破工作；继续

强势推进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的医院开发，扩大团队规模、引进代理商资源，精细精准招商；

重点开发热毒宁注射液成人科室；确保口服品种增长，通过增加覆盖率、强化学术推广，提高市

场占有率。 

3、提升员工技能 

加强市场细分、人员补充、人才引进工作，通过岗前、岗内体系化培训等方式，提升营销人

员的学术层次和营销技能，形成内部“比学赶帮超”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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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财政部分别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按照上述要求，公司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规定，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润。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企业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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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

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分红计入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及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 

新套期会计模型加强了企业风险管理与财务报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套期工具及被套期项目

的范围，取消了回顾有效性测试，引入了再平衡机制及套期成本的概念。 

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更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利润表中，“研发费用”项目除反映进

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外，还包括了原在“管理费用”项目中列示的自行开发无

形资产的摊销；本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所有者

权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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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9年 8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