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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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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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易所 千金药业 60047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溧 丁四海 

电话 0731-22492897 0731-22496088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

801号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

801号 

电子信箱 qiyydb@qjyy.com qjyydsh@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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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5,024,090.81 3,812,172,747.49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49,533,121.34 2,178,081,788.29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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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74,600.70 187,396,981.80 0.15 

营业收入 1,683,431,933.98 1,691,640,822.85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0,671,149.80 84,776,138.90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5,892,971.34 85,265,421.62 -22.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69 4.05 减少0.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928 0.2026 -4.8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928 0.2026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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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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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8.53 119,381,136 0 无 0 

长安基金－光大银行－长安

平安富贵千金净雅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53 10,592,130 0 无 0 

湖南省烟草公司株洲市公司 国有法

人 

1.65 6,916,111 0 无 0 

李艳丽 境内自

然人 

1.39 5,834,680 0 无 0 

朱飞锦 境内自

然人 

1.15 4,801,920 0 无 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

红产品 2 

其他 1.05 4,405,237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大数据 10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5 2,734,400 0 无 0 

赵惠新 境内自

然人 

0.61 2,552,300 0 无 0 

韩劲松 境内自 0.57 2,366,605 0 无 0 



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1,982,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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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公司经营压力较大，各项业绩指标与去年同比略有下降。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83 亿元，同比下降 0.49%；实现利润总额 1.16 亿元，同比下降 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0.81 亿元，同比下降 4.84%。 

1.营销管理方面 

第一、力推千金经营法式。公司持续推行经营法式，通过持续宣贯和督导，各经营主体经营水

平继续提升，经营质量改善。 

第二、开拓市场领域。2020 年上半年，母公司以营销信息化为支撑，持续进行终端的开发、产

品的开发和客户的开发。新开发等级医院 582 家，产品新进入等级医院 1308 个、基层医疗 1638

个、开发医生 6910 个。千金湘江药业百强连锁开发 3 家，等级医院开发 124 家，卫生院开发 2052



个品种，单体药店开发 3489 个品种。千金协力药业实现医疗终端开发 140 家，连锁终端开发 147

家。千金大药房新增营业门店 130 家，门店总数达到 1150 家。千金医药积极应对医改政策调整，

获得了省抗生素带量采购品种地区配送权；医院部经营单元总收入同比增长 6%。 

第三、整合营销资源。母公司、千金湘江药业、千金协力药业三家单位的商务整合工作迅速推

进，发货系统已经全部统一切换，流向实现统一采集、统一处理、统一档案管理标准。 

第四、做好招标与目录工作。母公司截至 6 月份，完成 7省 15个品种的招标工作，其中 10个

品种属于新增挂网；千金湘江药业截至 6 月份，完成 4 省 9 个品种的新增挂网，5 个省 6 个品种

的优化，9 个省 21 个品次的一致性评价挂网。千金协力药业上半年恩替卡韦分散片完成 15 个省

挂网；西藏新增 3 个中标品种；除国家集采产品外，其他产品价格较 2019 年均保持稳定。医联体

议价工作有序推进，母公司截至 6 月份完成浙江、江苏、贵州、新疆等省份 11个医联体议价工作，

其中有 11个品种属于医联体新增挂网。千金湘江截至 6月份完成 4个省市议价工作。 

2.产品研发方面 

千金研究院融合了公司研发资源，项目管理有序推进。中药领域：国家课题完成中药标准化项

目 126 项标准提交国家平台。新药开发方面：易黄汤完成物质基准研究，温经汤完成了 9 味药材

的基原考证，妇科千金方新药及新适应症 4 项子课题有序开展。基础研究方面：完成千金胶囊免

疫作用机制、椿乳凝胶体外抗 HPV、补血益母丸生殖遗传毒性及益气补血作用机制等 4 项研究。

药材种植方面：单面针、金樱根种子繁殖突破瓶颈，发芽率不断提升。临床研究方面：补血益母

丸系统生物学研究完成试验总结报告，为学术营销提供有力支撑；妇科千金胶囊联合抗生素治疗

PID 临床研究完成入组前准备；项目 25 和项目 28 确定临床方案；其他 4 项临床研究有序开展。

化药领域：缬沙坦胶囊等 2 个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项目 34 完成注册申报，项目 35 等 3 个品种

完成现场核查，阿哌沙班片等 6 个品种完成发补研究，项目 30 等 6 个品种取得阶段性进展。衍生

品领域：获得了妆字号备案 2 个，完成了省博物馆养生文创系列 4 个子课题；完成了番石榴酒、

菠萝百香果酒大试研究；完成了 4 款保健食品二次开发；启动了千金净雅学术研究，完成了蚕丝

棉卫生巾、经期小解巾等项目的小试研究。科技管理方面：组织修订、下发了 13 个项目管理相关

制度，组织召开了 15 个项目立项/结题决策会。申报了 12 个项目，已立项公示 5 个。成功申报了

湖南省农业特色产业 30 强。累计获得项目资金约 900 万元。申报专利 35 件，其中发明专利 17

件。获得授权专利 17 件，其中发明专利 5 件。“一种从大叶千金拔中提取染料木苷的方法”获得

湖南省专利二等奖。 

3.生产及质量方面 

第一、合理组织生产，确保生产高效。生产部门每月定期与销售、采购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做



好生产计划，合理安排生产资源，推行柔性生产，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加班加点保证了销售

的需求，未出现断货现象。通过优化生产组织方式、优化生产工艺、改善设备设施、局部改造丸

剂班组等措施，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加强生产现场检查，确保生产现场达到 5S 标准、符合

GMP 和安全管理要求，提升了生产管理水平；完成工艺攻关项目 7 项、设备攻关项目 8 项。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产值 3.95 亿，排除疫情影响，二季度产值完成 2.04 亿，较去年同期增加 5.5%。 

第二、加大质控力度，确保产品质量。母公司、千金湘药、千金协力、千金卫生用品等各子公

司制订落实《质量提升方案》，从产品质量、服务质量、质量保证能力三个方面全面进行质量提升。

其中，仅母公司就完成 46 项质量改进和质量提升工作。公司按照相关政策法规和 GMP 要求，加

强了对原药材的质量控制，持续开展关键原药材的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完成阿胶、益母草等 8

大课题研究，确保优质药材投入生产；修订《质量奖罚制度》，强化质量责任；实行质量管理专业

化改革，全面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加强药物警戒工作，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加强了药品上市后安

全性研究和变更控制研究工作；公司顺利通过了各项专项检查。严格执行各项中控指标，保证产

品合格放行。2020 年上半年未发生重大质量事故，产品市场抽检合格率达 100%。 

4.内部管理方面 

第一、修订规章制度，严格内部管控。根据内控要求，母公司颁布了《营销规则》《生产规则》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质量奖罚制度》等制度，各子公司都制定或完善了一系列规章条例，保障

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有序进行。 

第二、增强履职能力，提高业务水平。重视员工培育，公司及各子公司结合自身实际组织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严抓工作考核，促进了整体业绩的提升。 

第三、全面控制风险，确保稳健发展。上半年，公司未发生一起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无环保责

任事故，无职业病例；公司跟进和处理诉讼案件共计 13 件，结案 4 件，挽回或避免损失 430 余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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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按照

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将 2019 年 12 月 31 日符合条件的“预收款项”，调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的

“合同负债”，仅为负债重分类，除此之外无其他调整事项，对本公司报表年初资产总额、负债总

额、净资产总额均无影响。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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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江端预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