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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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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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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

润为 3,039,129,230.17 元。鉴于 2021年 2月 5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拟使用回购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0.9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8亿元，为保障

公司回购股份以及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从公司实际经营角度出发，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本年度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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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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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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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18-85521990 0518-85521990 

电子信箱 fzb@kanion.com fzb@kanion.com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557）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主要业务涉及药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始终秉承“精品

国药，康缘创造”的良好愿景，坚持创新驱动，以中医药发展为主体，并积极布局化学药等领域。

公司是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全国制药工业百强企业。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线聚焦病毒感染性疾病、妇科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骨伤科疾病等中医优

势领域，病毒感染性疾病产品线的代表品种有热毒宁注射液、金振口服液、杏贝止咳颗粒等；妇

科产品线的代表品种有桂枝茯苓胶囊、散结镇痛胶囊等；心脑血管产品线的代表品种有银杏二萜

内酯葡胺注射液、天舒胶囊、龙血通络胶囊、益心舒片、大株红景天胶囊、苁蓉总苷胶囊等；骨

伤科产品线的代表品种有腰痹通胶囊、复方南星止痛膏、淫羊藿总黄酮胶囊、抗骨增生胶囊等；

同时还拥有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的九味熄风颗粒等儿科专用药品。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是研发、生产、销售全方位型。 

1、研发模式 

公司建立了国际先进的创新药物研发体系，通过“研发一代、规划一代”的合理布局，运用

药物开发的先进技术，研制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具有临床优势和特色的创新药物。同时，公司

集成生命科学前沿技术，解码上市中药品种的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持续提升已上市产品的生产

全过程质量控制水平，并通过上市后循证医学临床再评价，阐明产品的临床优势和安全性，以期

为上市品种的学术推广及临床合理用药提供支撑。 

在持续开展创新中药研发与上市品种技术提升的同时，公司在化学药领域立足“创新为主，

仿制为辅”的理念，力争在重大疾病以及其它与公司销售模式相适应的疾病领域实现创新药物研

发的突破。 

2、采购模式  

公司设有专门的采购中心，全面统一负责公司研发、生产、经营所需物料、物品等对外采购

工作，保证公司研发、生产、经营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研发、生产、经营计划确定原辅材料、

包装材料、试剂耗材、办公用品、物品等采购计划，采购中心依据招投标管理、采购订单管理、

采购付款管理等制度和流程进行采购，合理控制物料采购价格、库存，降低资金占用。通过对大

宗物资供应链及产业链的深入研究，根据采购品种上、下游产业的价格分析，原料药材的价格分

析与预测，同时结合市场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实现专业化招标采购的管理模式，在保证质量的基

础上有效降低公司采购成本。 

3、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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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旗下药品生产型子公司均严格按照 GMP 规范组织产品生产，企业资源计划系统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贯穿生产全流程链，将企业内部资源紧密地集成起来，实现资源

和信息的优化和共享。生产计划部根据销售公司提供的各产品年度销售预测以及分解的月度销售

计划，综合近 3 月销售情况及实时库存情况，制定生产产品的品种、数量、规格和进度要求的生

产主计划；生产各子车间严格执行生产主计划，根据物料需求计划、工艺路线、生产资源等要素

编制本车间生产计划，核对物料库存量、生产能力与生产计划的匹配度，依据任务优先级，分配

物料和下达生产指令。通过车间调度管理实现从计划到实施的闭环控制。质量控制部做好来料质

量控制、制程质量控制、成品质量控制；质量管理部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关键生产环节进行严格的

质量监控。 

4、销售模式  

公司的营销模式主要采取专业学术推广、招商代理及普药助销三位一体的模式。 

学术推广是公司医药营销的主要特色，公司坚持自建营销队伍，成立高端市场、基层市场、

民营市场、第三终端市场营销团队，依靠专业学术推广队伍，通过专业医疗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

各种层级、各种形式的学术推广活动，把产品临床应用研究成果传递给各级医疗机构目标医生与

店员，从而提高公司医药产品的知名度和医生的认可度。同时终端药品使用情况也能由营销团队

反馈至生产系统、研发系统，对公司的质量管理、研发创新、库存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招商代理模式是专业学术推广的补充营销模式，主要是针对公司部分新上市产品，为了实现

快速的市场覆盖，形成市场规模，在全国进行精细化招商，由经销商为公司提供分销配送服务，

公司为经销商提供学术支持、监管考核，双方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普药助销模式主要是针对大众化的非独家产品，公司通过与医药商业公司合作完成面向终端

的市场分销工作。 

公司主要客户为医药商业公司，通过全国各地医药商业公司将产品销售到各类医药终端，并

由营销人员进行终端学术的推广工作。公司主要产品的终端市场定价原则是：完全执行国家谈判

及省级药品集中采购价格。 

（三）行业情况说明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人身心健康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刚性需求，

是典型的弱周期行业。国家大力鼓励行业发展，不断出台医药产业政策与配套措施，逐步推动医

药行业朝着高质量、创新方向发展。其中，国家带量采购政策是近年来的重磅医药政策，该政策

通过“以价换量”的原则，倒逼医药产业朝着创新方向升级，加快推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4,857.3 亿元，同比增长

4.5%；实现利润总额 3,506.7 亿元，同比增长 12.8%。 

公司主营产品主要涵盖医药制造业中药细分行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中医药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绩。2019 年 10 月 25 日全国中医

药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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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

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

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2020 年，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全程参与，从使用中药减轻症状、防止轻型普通型向

重型转化、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到恢复期康复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20 年 6 月 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

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建设

一批科研支撑平台，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要加强中医药

服务体系建设，提高中医院应急和救治能力。要强化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

家中医疫病防治队伍。要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2021 年 1 月 22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和全国中医药大会部署，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认真总结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经验做法，破解存

在的问题，更好发挥中医药特色和比较优势，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提出夯

实中医药人才基础、提高中药产业发展活力、增强中医药发展动力、完善中西医结合制度、实施

中医药发展重大工程、提高中医药发展效益、营造中医药发展良好环境等一系列措施。 

中医药是我国重要的卫生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有潜力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

资源。政策助力，进一步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活力。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城乡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医疗保健意识日益增强，加之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医药行业未来发展仍

然值得期待。 

（四）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通过科技、研发推动中药现代化的行业领军型企业，多年来始终以振兴国药为使命，

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大研发投入，建立了国际先进的创新药物研发体系，在新药证书、有

效发明专利、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数量上均居行业领先水平。 

2020 年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开展的中国专利奖评审中，公司“含有银杏内酯的制剂及其制备工

艺”发明专利荣获“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金奖”，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司《关于发明专利荣获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金奖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6）。“以功效成分群为关键质量目标的中成药智能制造技术体系创建及应

用”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20 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五届中国医药研发·创新峰会（PDI）”上，公司位列

“2020 中国中药研发实力排行榜”首位；在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和农工党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

联合主办的 2020 年（第 13 届）中国医药战略大会上，康缘药业入选“2020 年中国创新力医药企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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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榜单第五位；在由工信部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主办的 2020 年（第 37 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

年会上，公司凭借长期领先的研发创新实力入选“2020 年中国医药研发产品线最佳工业企业”榜

单；在“2019 年度中国医药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展示”发布典礼上，公司智能制造生产项目入

选“中国医药企业社会责任优秀项目”；2020 全国药店周暨中国医药工业百强年会上，公司位列“中

国中药企业 TOP100 排行榜”第 11 位；公司还因为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系列表现获评“中国医药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突出贡献企业”。  

在中国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2020）暨第二届中国中药品牌建设大会上，公司产品热毒

宁注射液，凭借出众的药物循证证据、临床价值、科技价值、市场价值、质量保障力和品牌影响

力，荣登“临床价值中成药品牌榜”。同时公司凭借扎实的研发生产实力和稳健的市场营销能力，

入选“中国中药上市公司 20 强”“中国中成药企业 100 强”；在由中国药师协会、中国非处方药物协

会、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指导，标点信息（集团）主办的“2020 全国医药经济信息发布会暨米房会

年会”上，公司研发生产的桂枝茯苓胶囊被大会评选为“十三五”中国医药科技标志性成果，并再

次荣获“2020 中国医药•品牌榜”基层终端奖。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118,508,375.52 6,110,821,605.58 0.13 5,820,629,745.82 5,602,949,959.27 

营业收入 3,031,926,356.07 4,565,798,004.94 -33.59 3,824,637,993.73 3,823,804,73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2,922,648.36 506,993,260.36 -48.14 414,054,211.44 431,386,14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8,583,738.89 486,478,211.93 -42.73 396,069,153.52 413,250,34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166,603,588.38 3,936,223,039.39 5.85 3,889,406,764.12 3,768,005,659.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01,103,454.82 925,725,534.57 -24.26 664,170,530.86 636,392,894.1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4 0.86 -48.84 0.70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4 0.86 -48.84 0.70 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49 12.94 

减少

6.45个

百分点 

10.87 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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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18,613,341.47 728,545,279.47 724,010,478.70 760,757,25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0,298,659.40 64,090,859.30 43,495,285.27 75,037,84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20,302,216.69 53,738,285.21 36,605,930.45 67,937,30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7,513,321.75 323,573,480.16 136,791,631.55 83,225,021.3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9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527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0 176,173,467 29.71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连云港康贝尔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0 31,870,567 5.38  质押 7,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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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20,000,000 3.37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0 18,280,080 3.08  无  其他 

肖伟 0 17,003,232 2.87  无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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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建设

银行－国泰君安君得鑫两

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新进 11,999,981 2.02  无  其他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进 9,974,900 1.68  无  其他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光大

银行－国泰君安君得明混

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599,904 9,599,680 1.62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1,586,600 7,383,860 1.25  无  其他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银叶攻玉 10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5,800,000 5,800,000 0.98  无  其他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银叶攻玉 1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5,800,000 5,800,000 0.98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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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伟先生、上海银叶

投资有限公司－银叶攻玉 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银叶投资有

限公司－银叶攻玉 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此外，汇

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康缘资产管理计划持有 345,196股

为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其他股东与前十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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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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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 303,192.64 万元，同比下降 33.59%，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92.26 万元，同比下降 48.14%，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70,110.35万元，同比下

降 24.26%；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95,529.62万元，同比下降 9.68%；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9%,

同比下降 6.45个百分点。 

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2,890.26 万元，同比下降 34.85%，净利润 26,311.86 万元，同比下

降 46.86%，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57,578.17万元，同比下降 29.99%。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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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

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

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

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减少 29,945,419.37 减少 24,606,218.93 

合同负债 增加 26,500,371.12 增加 21,775,414.98 

其他流动负债 增加 3,445,048.25 增加 2,830,803.95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

下简称“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

解释第 13 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

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

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

号），适用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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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的相关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

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

10 号），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

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

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