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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9                           证券简称：康龙化成                           公告编号：2020-077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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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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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龙化成 股票代码 30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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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李承宗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泰河路 6 号 

电话 010-57330087 

电子信箱 pharmaron@pharmaron-bj.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93,166,634.44 1,636,513,074.84 3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8,960,153.14 161,324,016.12 19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62,040,783.20 155,610,072.71 13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7,949,204.76 252,314,326.64 1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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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53 0.2500 142.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45 0.2500 141.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0% 5.88%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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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3,833,653.24 9,935,038,258.59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33,860,966.96 7,767,063,398.51 4.7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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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信中康成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8% 157,142,855 157,142,855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 1） 

境外法人 16.87% 133,995,299 0   

PHARMARON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12.29% 97,600,003 97,600,003   

天津君联闻达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2% 90,680,858 0   

深圳市信中龙成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9% 28,494,266 28,494,266   

楼小强 境内自然人 3.46% 27,500,000 27,500,000 质押 1,337,200 

宁波龙泰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6% 27,500,000 27,500,000 质押 3,806,400 

北京多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1% 20,723,103 20,723,103 质押 7,556,000 

北京君联茂林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 15,639,143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0% 13,474,71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信中康成和信中龙成为中信并购基金控制的持股主体。 

2、君联闻达和君联茂林受君联资本控制。 

3、公司股东楼小强持有宁波龙泰康 100%的股权，楼小强的配偶郑北持有北京多泰 100%

的股权，楼小强的兄弟 Boliang Lou 为 Pharmaron Holdings Limited 的董事。 

除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外，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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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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尽管市场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出现了各种变动，但是公司整体业务保持稳定良好的发展态势，营

业收入持续增长，规模效应进一步增强，各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均有显著的提升。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公司积极响应

并严格执行运营所在地的国家和各级政府对新冠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和要求，成立了专门的疫情应对小组，确定了应对疫情

的基本原则：尽全力保障员工的健康和安全，支持和配合各地政府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及时做好与客户、供应商等各方的沟

通工作。公司及国内员工在高度关注疫情发展的同时用实际行动助力疫情防控工作，为了支援湖北抗击疫情，共克时艰，公

司及员工共计捐款人民币356万元。中国、英国和美国三地的各运营实体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推进各项科研和生产

任务，协助客户在这困难时间继续推进他们的新药研发工作。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下，虽然海外临床业务尤其是美国的一

期临床中心在二季度受疫情的影响较大，但公司在总体上出色地完成上半年的科研和生产任务。 

报告期内，除海外临床服务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较大外，公司各业务板块保持增长势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9,316.66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4.01%；利润在收入增长下，规模效应进一步增加，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896.02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96.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6,204.0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2.66%。

公司坚定不移地推进既定的发展战略，在进一步做实实验室服务、CMC服务的基础上，战略性布局临床服务业务及大分子

研发服务业务，研发服务能力和运营水平得到高质量的发展，进一步夯实公司的全流程一体化新药研发服务平台。 

2020年上半年,公司引入了超过190家新客户，超过90%的收入来自公司庞大、多样化及忠诚的重复客户，包括全球前二

十大医药公司。同时，利用长期积累的新药研发经验，持续助力中国创新药研发的发展，2020年上半年为国内医药及生物技

术公司开展28个研究性新药的临床试验申报项目，其中多国（包括中国、美国和欧洲）同时申报的项目20个，为全球新药研

发及中国创新药发展贡献越来越多的力量。2020年上半年临床前及临床各阶段的药物工艺开发及生产服务中涉及药物分子或

中间体463个，其中临床三期35个，商业化阶段2个。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发挥各研发服务领域的相互协作和业务协同优势。

在药物发展阶段，实验室化学业务与生物科学服务（包括体内外药物代谢动力学、体外生物学和体内药理学）高度协同；在

临床前药物开发阶段，一体化临床批件申请（IND）的一揽子研发服务获得越来越多的客户认可，药物安全性评价实验业务

与CMC业务的客户重合度进一步提升；在临床服务阶段，我们一方面加强与临床前药物开发阶段的配合，一方面加强国内

和海外的临床研发服务的相互协作。此外，进一步加强药物研发各阶段的协同，实现无缝衔接，大大提高了研发效率。报告

期内，为满足实验室服务和CMC服务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公司按计划继续扩大研发和生产能力。杭州湾生命科技产业园

——康龙化成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基地项目”二期工程、绍兴上虞工厂在满足疫情防控并取得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按原计划推进

工程建设工作。天津工厂三期工程预计2020年底可交付使用。此外，公司进一步布局国内临床研究服务市场，在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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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对联营机构联斯达的并购（注：联斯达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业务分布全国的提供第三方独立临床研究现场管理服务的

SMO企业）。通过南京思睿和联斯达两家子公司，公司在国内提供一站式的临床研发服务。伴随着各业务板块的能力和业

务增长，继续扩充科研队伍，提高人员专业素质，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研发、生产技术和临床服务人员合计8052人，

相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1651人（包含公司于2020年6月收购的控股子公司联斯达的员工人数）。 

为推动公司在新药研发服务相关领域的战略布局，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AccuGen Group的投资，

并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注：AccuGen Group主要从事于提供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制造服务）。同时，公

司参与投资设立宁波康君宁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私募股权基金主要针对生物医药领域中拥有创新技术或创

新服务平台的相关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以股权投资为目的的可转债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实验室服务 

公司的实验室服务主要包括实验室化学、生物科学服务（包括体内外药物代谢动力学、体外生物学和体内药理学）、药

物安全性评价及大分子药物发现服务。在全球药物研发投入继续增加及研发外包渗透率进一步提升的大背景下，来自优质客

户及潜力项目的业务量得以不断增加。报告期内，因受全球疫情影响，海外实验服务机构受到限制，公司尽力协助客户在这

困难时间继续推进他们的新药研发工作，承接了更多的来自于海外客户的订单，实验室服务收入获得较快的增长；实现营业

收入143,372.09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35.28%，实现毛利率41.34%，较去年同期提高3.87%。 

实验室化学是小分子药物发现研究的核心和发展基石，也是公司业务发展的起点。报告期内，得益于各研发模块的技术

能力增强和各项业务板块之间联动关系的逐步加强，在实验室化学取得稳健增长的同时，生物科学服务进入发展快车道。报

告期内，在原有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进一步拓宽服务范围，丰富服务内容，为国内外合作伙伴提供个性化的研发服务。 

为满足日益增加的业务需求，公司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扩大产能。同时，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不断扩充研发

队伍，提升人员素质，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实验室服务业务员工数量为4926人，相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625人。 

2、CMC服务 

公司CMC服务主要包括工艺开发及生产、材料科学/预制剂、制剂/配方开发及生产和分析开发服务以支持临床前及各

阶段临床研究。公司的CMC服务经过多年的积累在研发和生产能力上获得越来越多国内外客户的认可。报告期内，虽然因

为疫情的原因，国内CMC的产能在一季度受到一定的影响，但通过全体员工的努力，迅速追上项目的进度并圆满地完成上

半年的科研和生产任务。报告期内，公司CMC服务实现营业收入50,645.96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34.38%，实现毛利率

28.98%，较去年同期提高8.26%。 

CMC服务收入增长主要原因为前期积累的众多药物发现项目进入药物开发阶段、CMC服务范围拓展及技术能力提升、

产能的不断扩大，加之国内创新药市场的发展提供的助力。报告期内，通过不断完善CMC服务平台，公司CMC服务能力进

一步提升，中国及英国团队合作更加紧密，订单质量持续提高，完成及在研项目463个，其中临床前项目292个，临床I期和

和II期134个，临床III期35个，商业化阶段2个。报告期末，公司原料药生产反应釜体积约200立方米，待绍兴上虞工厂一期

工程投入使用后，反应釜体积预期将增至800立方米。 

随着中国药品上市持有人制度的广泛实施以及大量生物研发公司的兴起，国内药物研发由仿制药研发向新药研发转变，

预计CMC国内市场将持续增长。为满足日益增长的CMC服务需求，公司积极扩充CMC服务团队，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

司CMC服务员工数量为1646人，相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102人。 

3、临床研究服务 

公司的临床研究服务包括海外的放射性标记科学和早期临床实验服务和国内的临床实验服务和现场管理SMO服务。临

床实验服务包括注册申报、医学事务、临床运营、数据管理和生物统计、药物警戒，以及生物样本分析等业务。报告期内，

虽然海外临床业务尤其是美国的一期临床中心在第二季度受疫情的影响较大，凭借着我们独特的“放射性同位素化合物合成-

临床-分析”一体化服务平台，我们的海外临床研究服务取得稳健增长。国内临床研究服务方面，得益于中国政府有效迅速的

控制疫情，国内临床研究服务在第二季度逐步全面恢复。报告期内，公司临床研究服务实现营业收入24,254.93万元，相比去

年同期增长27.51%，实现毛利率21.81%，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1.25%。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布局国内临床研究服务市场，在

2020年6月完成对联斯达的并购，联斯达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业务分布全国的提供第三方独立临床研究现场管理服务的

SMO企业。现场管理SMO服务包括现场可行性、现场开展患者招募、患者管理、数据输入及档案管理、现场药物管理、生

物样本管理，直至现场关闭的综合服务。在临床研究服务业务持续发展的同时，公司加大临床研究服务方面人才储备，截至

2020年6月30日，公司从事临床研究服务的员工有1480人，相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9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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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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2月，公司与独立第三方郁岳江先生签订协议，拟收购其持有的联斯达20%的股权。2020年6月，联斯达完成相关

事项在市场监管部门的备案，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联斯达股权比例为68%，取得其控制权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联斯达

的控股子公司北京赛乐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联斯达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及海南神州德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一并纳入合并

范围，其上年财务报表对本集团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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