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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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描述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敬请查阅半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

析-风险因素”部分内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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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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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复旦张江 688505 不适用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復旦張江 1349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姓名 薛燕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蔡伦路308号 

电话 021-58553583 

电子信箱 ir@fd-z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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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402,467,436 1,564,824,553 5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0,369,519 931,525,379 100.7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19,045 100,662,251 -39.58 

营业收入 235,614,896 390,693,485 -3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078,874 91,719,590 -6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30,619 76,608,030 -8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9 9.48 减少6.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0 -7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0 -70.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4.15 13.46 增加10.6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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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6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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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

人 
25.77 268,797,900 - 未知  未知 -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15 210,142,560 139,578,560 139,578,560 无 0 

新企二期创业投资企

业 
其他 15.04 156,892,912 156,892,912 156,892,912 无 0 



杨宗孟 
境内自

然人 
7.67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无 0 

王海波 
境内自

然人 
5.55 57,886,430 57,886,430 57,886,430 无 0 

上海复旦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4 30,636,286 30,636,286 30,636,286 无 0 

Investco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

人 
2.62 27,313,000 - 未知  未知 -  

上海志渊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2.51 26,160,000 26,160,000 26,160,000 无 0 

苏勇 
境内自

然人 
2.14 22,312,860 22,312,860 22,312,860 无 0 

赵大君 
境内自

然人 
1.85 19,260,710 19,260,710 19,260,71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海志渊、上海达渊、上海诚渊系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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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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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 

报告期内，本集团三个主要产品及其经营模式、销售模式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构

成以及税收政策等重大事项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各个省市已采取紧急公共卫生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限制民众

出行、对农历新年假期后的复工期实施有条件复工等）以控制疫情之扩散。本集团于 2020 年 2

月复工并恢复生产。 

随着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药品流通及医院患者就诊逐步恢复，本集团各医药产品的出货

量及药品终端使用量亦开始逐步恢复，但由于目前仍处于疫情管控期间，各地医院及附属科室仍

处于逐步恢复过程中，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数量及就诊频率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受患者就医环

境的整体影响，本集团 2020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仍受到较大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6 亿元，较上年同比下降 39.69%。 

研发部分，本集团坚持基于基因工程技术、光动力技术、纳米技术和口服固体制剂技术平台

的药物开发方向，继续采用针对选定药物拓展新的临床适应症以及针对选定疾病继续拓展新的药

物并设计出新的治疗方案的研究模式。同时，本集团在分子靶向、免疫治疗等领域进行了探索与

开拓，以期成为新的研发方向。于报告期内，本集团综合考虑研发资源、研发风险及研发周期后，

继续将药物开发集中在肿瘤、皮肤和自身免疫等疾病领域，扩大和强化了产业化药物数量和进度。 

有关报告期内本公司的其他经营情况详情，参见本报告第三节“公司业务概要”中的“（一）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说明”及“（二）核心技术及研发进展”。 

 

展望： 

近年来，正如我们所预计的，中国医药界面临着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各

种因素共同影响下，很多企业出现断崖式收入减少，利润下降，发展和研发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

如何选择已成为每个企业迫在眉睫需要讨论的问题。 

作为一家以研发新药为立足之本和使命的医药企业，从集团建立之初，我们就始终坚持项目

的选择首先是为了满足临床治疗的缺失和不满意，项目的发展取决于项目能否体现出独特的治疗

效果这样的评价体系。我们清楚没有坚持和努力的探索难以导致令人满意的治疗学上的突破性进

展，但等待和投入有时却难以获得相应的回报，即使如此我们也决不愿成为一家平庸的毫无创新

的利润至上的药品生产或销售企业。我们一直在仿创和首创的矛盾中寻求平衡的发展。我们将坚

持和不断的优化我们具体的研发策略：强化我们已取得领先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现有项目的临

床适应症；坚持值得长期等待的研究项目；循序渐进的开展国际研究注册；坚决去除那些不符合

集团价值判断和长期没有进展的项目，我们相信我们的项目及产品将会给本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

同时本公司的价值一定会在未来得以体现。 

此外，我们意识到当研究疾病最根本最特异的成因和分子机理时，基因技术将在调控信号通



路以及抑制或增强蛋白活性方面成为新药开发最重要的核心技术。我们密切关注目前抗体药物研

究的热点所在，已经确立抗体交联药物（ADC）为基因技术平台的主要研发方向。抗体交联药物

目前在临床上表现出明显的治疗优势，大大超出了常规抗体联合化疗药物治疗肿瘤的效果，甚至

在某些肿瘤的治疗中与免疫治疗相比也有其优势。经过 8 年左右的探索，我们已经构建了微管蛋

白抑制剂和拓扑异构酶抑制剂（SN38，DXd）药物平台，这为进一步开发 ADC 药物打下了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基于拓朴异构酶 DXd 的 ADC 药物平台，它不受限于相应的专

利限制，同时初步研究表明：可以达到血浆中 ADC 充分暴露而药物极低暴露的同时肿瘤中药物

充分暴露和蓄积，且有旁观者效应。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突破，标志着我们将有机会在这一平台

上针对不同的肿瘤选择不同的抗体从而开发出新的 ADC 药物。我们将尽快建立 ADC 药物生产体

系，争取早日实现 ADC 药物的产业化。  

我们一直在拓展基于光动力技术平台的药物开发，光动力药物已成为本集团最重要的产品群。

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光动力治疗的分子机理和作用机制，寻找新的光动力化合物以提高疗效和克

服缺陷，同时也在探索不同光波长光的穿透力与肿瘤治疗的关系等基础研究。与此同时，我们亦

计划对已上市的药物开展国际化注册及根据临床反馈，拓展新的适应症，为本集团的产业化发展

奠定基础。 

JAK1 选择性抑制剂项目于报告期内已经获得临床批件，我们将尽快开展临床 I 期研究。 

产业化方面，本公司的附属公司泰州复旦张江药业有限公司已建成两条生产线，分别用于海

姆泊芬原料药及注射剂的生产。在后续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物获得生产批件之前，为充分利用该等

生产线的产能，本集团计划选择了多个能与复美达®共线的仿制药品进行注册。报告期内，针对镇

痛领域的帕瑞昔布钠已递交药品注册申请，等待批准后上市销售。此外，泰州复旦张江已建成的

新固体制剂生产线，为本集团正在开发上市的奥贝胆酸做好了产业准备。未来几年本集团还将陆

续在泰州投资建设新的生产线，使泰州复旦张江逐渐成为本集团集中的生产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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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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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