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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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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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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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1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俊扬

朱馨宁

办公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238 号金陵药业大厦

南京市中央路 238 号金陵药业大厦

电话

(025)83118511

(025)83118511

电子信箱

jlyyemail@163.com

jlyyemail@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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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200,873.29

1,289,138,373.80

-1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373,296.85

227,209,633.68

-8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1,812,897.76

79,848,875.68

-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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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211,934.86

238,319,127.90

-83.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4

0.4508

-8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4

0.4508

-8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7.76%

-6.9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4,169,510,893.50

4,158,340,176.15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16,699,968.21

2,878,006,671.3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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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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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南京新工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45.23%

227,943,839

0

福州市投资管
国有法人
理有限公司

4.94%

24,920,000

0

浙江省国际贸
易集团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3.09%

15,588,765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2.75%

13,840,600

0

合肥市工业投
资控股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1.93%

9,711,271

0

#成荣

境内自然人

1.05%

5,312,090

0

司有山

境内自然人

1.02%

5,119,200

0

白宪超

境内自然人

0.85%

4,303,000

0

罗惠琳

境内自然人

0.51%

2,577,100

0

0.30%

1,516,588

0

中国证券金融
其他
股份有限公司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新工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其无限售条
的说明
件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成荣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00,000 股，通过财富证券有限责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4,112,090 股，实际合计
明（如有）
持有 5,312,09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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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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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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对新冠疫情以及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
保持战略定力，一手抓防控，一手抓经营，有序复工复产，围绕“构建医药和医康养两个产业平台”的发展
战略，积极调整应对，稳扎稳打夯实主营业务，深挖市场潜力，拓宽利润增收渠道。同时，强化内控管理，
加强成本管控，提高生产效率，确保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4,320.09万
元，营业利润4,779.8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437.33万元。
1、同舟共济、科学防治，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新冠疫情发生后，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了较大影响，为降低影响，公司一方面及时制定疫情防控措施，
成立了应急指挥部和工作指导协调小组，公司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任双组长，党政齐抓共管，全力以赴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与地方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复工准备，争
取复工时间。复工后，公司始终将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安排部署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督促落实公司及所
属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搭建全面的疫情防控体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2、应对形势、调整政策，分步精准抓好复工复产工作。
（一）生产方面：根据市场销售情况，公司所属生产企业及时调整生产计划，通过调整生产品种、生
产班次、补充人员、增加批投料等多种方法扩大产能。同时，立足节能降耗、深入挖潜，降低运行成本。
（二）销售方面：一是创新营销人员管理模式，根据各类产品线发展需要，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
一管理，形成协同效应，调整、优化、整合营销组织。二是迅速调整营销模式，努力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稳定销售布局。三是继续加大对市场销售情况的监测跟踪，根据销售数据反馈的地域增减变化，协助做好
分销渠道和终端拓展的管控。
（三）医疗方面：新冠疫情期间，一方面公司所属医疗机构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
展现了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安庆医院7名医务工作者加入了安徽省赴湖北武汉医疗队，成为“最
美逆行者”。宿迁医院抽调3名专业人员前往宿迁市疾控中心支援核酸检测，抽调17名医务工作者驰援市传
染病医院，成功救治13名新冠肺炎患者。仪征医院、福利公司承担了定点发热门诊、交通卡口筛查、社区
旅居湖北、境外等重点疫区及相关密切接触人员居家医学观察等大量防疫工作。另一方面宿迁医院做到疫
情防控与医疗业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为当地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仪征医院积极开展新的市级重点专科培育工作，计划在现有扬州市市级重点专科的基础上，培育1-2个市级
重点专科，力争创建省级重点建设专科。安庆医院加强医疗、护理质控，推进医院质量的提升。福利公司
深化继续教育，最大程度的发挥医养结合人才作用。
3、聚焦重点，持续发力，谋求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一是坚持日常管理长效机制，从检验、生产现场检查、偏差、纠正预防措施、培训等多方面入手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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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二是积极探索引入第三方服务机构加强安全管理，提升安全监管水平、保障公司整体
安全持续稳。三是规范和优化公司资源的集成化管理，指导所属医疗机构集采工作,为后续供应链整合提供
解决方案。四是不断完善人才引进、培训、考核机制，加大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做好干部梯队建设，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健的发展。
4、抢抓先机，强化平台，精准激发公司创新活力。
一是围绕行业发展趋势并结合市场发展方向，推动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扎实做好速力菲一致性评价工
作和“术苓健脾胶囊”四期临床研究。二是加强生产工艺和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三是鼓励技术人员和医护人员从日常工作出发，结合实际积极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及其他科研项目的
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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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2020年3月，公司投资15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合肥金陵天颐智慧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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