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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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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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友股份 60370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锡伟 顾小梅 

电话 025-86990789 025-86990703 

办公地址 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学

府路16号 

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学

府路16号 

电子信箱 nkf@nkf-pharma.com.cn nkf@nkf-pharm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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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6,264,108,775.03 5,078,419,276.66 2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226,281,539.82 2,966,492,802.68 8.7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9,660,445.05 -345,240,349.01   

营业收入 1,395,820,597.78 1,176,527,738.31 1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08,474,766.61 289,203,960.38 4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03,952,861.63 279,944,994.95 44.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09 11.32 增加1.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7 0.40 4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6 0.4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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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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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菊华 境内自

然人 

27.85 200,128,790 200,128,790 质押 16,270,000 

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21.8 156,652,248   无   

TANG YONGQUN 境外自

然人 

20.27 145,600,932 145,600,932 质押 26,600,000 

黄锡伟 境内自

然人 

5.33 38,313,253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48 10,610,229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9 6,454,634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其他 0.88 6,300,208   无   

兴业全球基金－兴业银行

－兴全－股票红利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4 6,000,452   无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平安人寿－

其他 0.75 5,356,786   无   



平安基金权益委托投资 2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其他 0.74 5,328,492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谢菊华系 TANG YONGQUN的母亲, TANG YONGQUN、谢菊

华已于 2011 年 3月 30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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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面对全球新冠疫情发展迅猛，公司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准确把握市场机会，

以“无菌注射剂研发”为核心，以“中国化”和“国际化”双体战略，寻求突破，不断发展。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9,582.06 万元，实现净利润 40,682.22 万元，同比分

别增长 18.64%、40.67%。 

公司研发产品申报获得了重大成果，报告期内，公司国内多个产品进入优先审评程序；度骨

化醇、米力农、肝素钠注射液、苯磺酸阿曲库铵注射液等 7个 ANDA申请获得美国 FDA批准。 

2020年，公司持续增强创新能力，专利申请和维持工作顺利开展。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

共有 10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获得授权。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及子公司

共拥有境内专利 83项、持有境内注册商标 10项。 

（一）产品销售，品种多样化发展  

肝素原料药业务，公司始终以前瞻性的眼光看待肝素产业链的发展。维持战略性库存管理策

略，持续保持同长期优质客户的黏性关系，提升议价能力，稳步前进。报告期内，其业务收入稳

定增长，毛利率再创新高。 



国内低分子肝素制剂业务，公司持续拓展互联网应用，深度开发市场需要的学术能力，使用

大数据技术，通过跟踪医院规模、科室医生状态等信息进行分析后给出明确推广建议，最终达到

提升销量的目标。推进地市级、县级医院市场的开拓力度，报告期内公司医院开发速度维持高速

增长。 

国际制剂业务，美国无菌注射剂的质量水平和毛利水平在全球均位于较高水平，一直是公司

的重点市场，报告期内实现了销售，是公司极为重要的突破性标志。2019年收购当地的 Meitheal

医药研发销售公司，组建本土销售团队，紧贴最终客户，通过持续对美国医药市场的分析，实现

未来快速的销售增长。除美国市场外，对非美市场，公司目前主要采取代理方式，选择当地具有

较大影响力的大代理商进行合作，南美市场和欧洲市场在报告期也亦实现销售零突破。 

CDMO业务，公司报告期内仍大力发展委托研发、代加工业务，保持同全球知名医药公司合作，

在自身产能充足的条件下，选取有挑战性的产品，获得报表收入和利润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研发

及生产能力。 

（二）持续提升品质管理  

公司以 FDA 审计标准严格要求产品质量，以 QA 和 QC 两线一体的高质量管理维度为基础，进

一步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对生产各环节一线人员进行质量培训，提高每个员工的质量管理意识，

加强了每个环节的质量控制，使产品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满足了国际优质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为保证公司品质管理的持续性，人力资源部与 QA、QC紧密合作，公司将质量培训工作常态化、

长期化，提高了员工特别是新进员工质量重要性的意识，提升了其业务能力。 

（三）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创新是医药企业的生命线，公司拥有 FDA 认证的研发中心，为中国第一批通过美国 FDA 认证

的无菌制剂研发机构，同时公司目前拥有超过 300 人的强大研发团队，研发团队极具创造性和前

瞻性。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9,528.4万元，同比增长 27.22%。 

（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助力健友股份腾飞 

人才逐渐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科技推动进步，人才促进增长，报告期内，公司通过

搭建科学合理的薪酬管理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有效激励员工不断改善工作方法和工作品质，持

续不断地提高组织工作效率，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与保障。公司在企业管理、技术

研发、市场营销、生产质量管理等关键管理岗位上拥有一批行业专家与优秀人才，熟悉医药行业

先进的管理理念与行业发展趋势，为公司业务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公司进一步

建立了培训体系，完善了学习环境，促进员工技术、业务能力的提升，保证员工与公司共同成长，



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内在动力。 

（五）精益化管理渐显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全面大力推进实施精益化管理，通过制度化、程序化、流程化、标准

化和数据化，理顺管理体制、进行全流程改善、实现系统性推进，确保管理职责具体化、明确化、

专业化，加强有效监管及绩效考核。通过优化各部门工作任务流，分解 JI，提炼技能并固化培训，

优化人员配置和工作流程，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坚持持续改善，确保企业管理各环节的精

准、高效、协同，推动公司降低成本、提高工时效率、提升企业效益；通过加强各个部门及核心

人员的绩效考核将成本费用控制及工时利用率分解到部门，有效提高全员控制成本费用意识，实

现进一步提升公司管理能力及行业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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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之“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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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