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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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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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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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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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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洪涛 陈彦希 

电话 0518-85521990 0518-8552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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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fzb@kanion.com fzb@kanion.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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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672,130.09 6,018,019,235.83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15,493,571.47 4,304,372,988.15 4.9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2,097,177,339.38 1,769,117,489.87 1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120,583.32 159,514,513.76 32.35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557）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 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088,459.55 162,697,450.54 24.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551,870.05 414,279,605.72 -9.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9 3.79 增加1.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28 32.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28 32.14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463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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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56 176,173,467 

  
无 

  

连云港康贝尔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53 31,870,567 

  
质押 31,87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3.10 17,886,480 

  
无   

肖伟 
境内自然

人 
2.95 17,003,232 

  
无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银叶攻玉 10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07 11,945,196 

  

无   

南方基金稳健增值混合型

养老金产品－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0.96 5,558,676 

  

无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4 5,439,480 

  
无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

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3 5,356,564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医药健康主题股票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1 5,237,559 

  

无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0 5,169,78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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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叶

投资有限公司－银叶攻玉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肖

伟先生为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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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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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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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党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共产党员首

先是企业先进员工”的主题，强化组织建设，充分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战斗力、凝聚力、创新力，更好地发挥了党管人才的

作用，推动了公司业绩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9,717.73 万元，同比增长 18.5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12.06 万元，同比增长 32.35%；实现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37,455.19 万元，同比下降 9.59%。报告期内，结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并综合考虑公司和员工利

益，公司注销了全部已回购股份 16,452,086 股用以减少注册资本。此外，公司还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进行激励。报

告期内，连云港市突发新冠疫情，为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助力港城抗击新冠疫情，公司

向连云港市捐赠了金振口服液、热毒宁注射液等抗疫药品共计 200 余万元，用于支持连云港市新

冠疫情的一线治疗及抗疫人员防护。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动新产品研发，中药获批临床试验通知书 4 个，申报生产批件 1 个；

化药创新药开展Ⅱ期临床 2 个；生物药提交 CDE pre-IND 沟通交流申请 1 个；推动一批项目分别

开展成药性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工作。 

同时，在已上市品种培育方面，公司有序开展杏贝止咳颗粒、金振口服液、复方南星止痛膏、

热毒宁注射液等主要品种的循证医学临床研究；深入进行一批已上市重点品种的基础研究，为药

品的学术推广及临床合理用药提供有力支撑。 

在科研技术平台及软实力建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多项国家级、省级重点研发项目验收

工作；持续完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统筹推进以中药功效成分为核心的科学内涵研究；建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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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技术研究平台、基因组学研究平台、中药组分库、重链抗体筛选平台等为核心的新药创制基础

支撑技术平台；报告期内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并新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9 件，为公司构建创

新护城河。 

生产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提升智能化水平，建设完成智能化固体制剂工厂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

统，通过验收并投入应用，为工厂数据分析和相关系统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完成多个生产环节

的自动化改造，推行生产管理、仓储管理全面数字化，提升公司数据互联互通水平。 

公司持续推进绿色制造，完成多项公用系统设备节能改造工作，通过工艺改进、技术革新等

方法降低能耗。通过国家级绿色工厂资格复评，通过省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认证，并获评“江苏省绿

色发展领军企业”。 

报告期内，为提高生产效率，公司开展并推进十余个品种的工艺提升与验证工作；加大采购

招标力度、增加一批产地供应商，在提升原材料品质的同时进一步控制成本；大力推动中药配方

颗粒品种工艺研究和上市备案申报，302 个中药配方颗粒品种已通过上市备案审评，同时公司还

积极推进跨省销售备案工作，完成 5 省累计 210 个品种跨省销售备案。 

销售方面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2022 年二季度公司坚定实施既定战略、适当调整具体措施，二季度虽

因疫情反复影响营业收入规模较一季度略有下降，但依旧实现营收正向增长且非注射剂品种维持

稳定的增长速率。报告期内，公司全面开发七大基药品种及重点品种，坚持打造战略大品种，金

振口服液、杏贝止咳颗粒、参乌益肾片等多品种实现了较快的增长；把握基药政策红利，重点推

动基层医疗终端上量及品种次覆盖，报告期内实现基层医疗终端销售规模的显著提升；报告期内，

公司非自营业态核心品种业绩亦呈现较为良好的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在销售队伍建设方面，公司推动完善主管制，建立动态择优的主管体系，扩大合

格销售人员队伍，持续进行销售系统培训，强化销售人员学术推广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学术品牌打造，依据产品策略，结合区域特点，针对性进行学术活

动设计，开展“金声玉振”“杏好有你”“非你莫舒”“凝助新膝望”“桂在有你”等品牌学术活动超 550

余次，覆盖公司各产品线重点品种。 

 

第四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