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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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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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弘药业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77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建军

邓康

办公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36 号

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36 号

电话

028-87502055

028-87502055

电子信箱

khdm@cnkh.com

dengkang@cnkh.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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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369,252,218.01

1,164,425,414.31

1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3,067,650.65

178,136,013.50

3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1,360,197.74

179,298,133.93

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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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1,557,921.86

129,653,602.17

140.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74

0.2652

3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52

0.2652

3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0%

6.92%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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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9,359,140.85

3,758,156,522.19

1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69,670,114.44

2,904,885,697.52

5.6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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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康弘科技
境内非国有法
实业（集团）有
人
限公司

33.28%

224,626,846

224,626,846

柯尊洪

境内自然人

25.68%

173,307,552

173,307,552

柯潇

境内自然人

8.18%

55,200,000

55,200,000

龚静

境内自然人

4.02%

27,131,568

27,131,568 质押

北京鼎晖维鑫
创业投资中心 其他
（有限合伙）

3.22%

21,711,933

21,711,933

北京鼎晖维森
创业投资中心 其他
（有限合伙）

2.24%

15,087,950

15,087,950

天津鼎晖股权
投资一期基金 其他
（有限合伙）

1.83%

12,327,949

12,327,949

赵兴平

境内自然人

1.56%

10,496,025

10,496,025

钟建军

境内自然人

1.35%

9,139,683

9,139,683 质押

钟建荣

境内自然人

1.21%

8,138,061

8,138,061

数量

510,000

570,000

1、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柯尊洪为成都康弘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
赵兴平、钟建军为成都康弘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董事；钟建军为钟建荣之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柯尊洪、钟建荣夫妻与其子柯潇为控股股东，柯尊洪为实际控制人； 2、北京鼎晖维鑫创
的说明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鼎晖维森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鼎晖股权投资一
期基金（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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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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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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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面对药品政策多面的宏观环境，公司秉承“康平盛世、弘济众生”的企业宗旨，致力于“研发、制造、销售及传播专业创
新的医药产品和知识，从根本上去改善患者个人体能和社会医疗效能，促进人类健康事业的进步”，始终坚持专业与创新相
结合的发展战略。
2017年上半年，公司始终将质量安全、EHS安全的强化管理放在首位，同时关注EHS等企业的社会责任；加强研发
项目质量管理和专业化学术推广，保持公司在核心领域和核心区域的市场优势地位。进一步实施积极的人力资源政策，完善
集团各体系激励机制，努力践行员工与企业“共建美好家园、共创辉煌人生、共铸健康人间”的康弘家文化内涵，保证了企业
持续快速、健康、良性的发展。在实现企业自身经济发展目标、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重视利益相关者权益、社会、环境、
资源等方面的保护，积极参与、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服务大众健康，弘扬医药卫生正能量，促进行业进步，回报社会
关怀。
研发创新方面，公司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主线，在眼科、中枢神经系统、消化肿瘤等领域继续创新并丰
富具有康弘特色的系列专利品种结构，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核心治疗领域的优势地位。在中枢神经系统领域，公司申请用于治
疗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AD)的盐酸多奈哌齐片、盐酸多奈哌齐口崩片、用于治疗成人重度抑郁症的氢溴酸沃
塞汀片（5mg、10mg）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另一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AD)的新药KH110也正处于研发阶段；在消化肿瘤领域，治疗结直肠及其他器官肿瘤且拥有国际发明专利的I类生物
新药KH903正在开展Ic期临床研究，公司申请的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药物临床
试验批件》。在眼科领域，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准许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商品名：
朗沐）在美国开展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wAMD）III期临床试验，并且，在2017年5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
准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增加新适应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2017年7月更正件）：“继发于病理性近视的脉络膜新生血
管（pmCNV）引起的视力损伤。”此外，公司申请用于治疗外伤、化学烧伤、角膜移植术后诱发的新生血管的KH906滴眼液，
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I类生物创新药物，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药物临床批件》；在其
他领域，处于研发阶段的产品包括拥有国际专利的治疗性肿瘤疫苗I类生物新药KH901等。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报告期内共获得授权发明专利9项，截至报告期末累计获得授权发
明专利151项，其中国外专利57项。报告期内获得确权商标31项，截至报告期末累计获得确权注册商标290项，其中中国驰名
商标2项、四川省著名商标8项。
质量安全保证方面，公司始终将质量安全、EHS安全的强化管理放在首位，持续完善质量保证体系，积极开展化学药
一致性评价工作，产品质量控制严格按照新版GMP标准执行，并制定了高于国家法定标准的公司内控质量标准，覆盖生产
经营全过程。
社会责任方面，公司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慈善捐赠和精准扶贫活
动，持续发扬“大义、大爱”精神。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合成立“朗视界·沐光明”公益基金，继2016年组织国内眼科领域
权威专家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江西井冈山等地开展眼科公益义诊活动以来，2017年继续开展该类公益活动，截至报告
期末，为贵州遵义、宁夏海原约1000余名老少边穷地区的民众救治眼疾；设置“患者援助项目”，旨在针对眼底黄斑病变及其
他眼科疾病患者开展救助活动，自2017年1月1日至报告期末，全国共审批通过9000余名患者援助申请，总计捐赠朗沐金额共
计599.05万元，力所能及服务大众健康；公司积极投拍公益电影《心灵解码》、《生死拯救》、《仁医胡佩兰》、公益微电
影《我是你的眼》，弘扬医药卫生正能量，促进行业进步，回报社会关怀；公司在与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的同时，更是始
终以“促进人类健康事业进步”为己任回报社会。
2017年6月，董事长柯尊洪先生荣获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医药业商会主办的“2016年度中国医药行业最具影响力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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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中国医药行业十大领军人物”称号、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荣获“中国医药制造业百强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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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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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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