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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6                       证券简称：康芝药业                      公告编号：2022-060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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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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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芝药业 股票代码 3000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德新 卢芳梅 

电话 0898-66812876 0898-66812876 

办公地址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园

药谷三路 6 号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园药谷

三路 6 号 

电子信箱 honz168@honz.com.cn honz168@honz.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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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9,128,073.36 423,547,126.62 -4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769,940.90 -57,637,137.02 -5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1,103,475.54 -59,384,735.43 -5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32,029.41 -8,913,213.49 1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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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50 -0.1281 -5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50 -0.1281 -5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1% -3.91%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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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686,712.96 2,458,781,654.13 -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16,179,278.37 1,503,949,219.27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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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6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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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南宏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49% 132,695,947 0 质押 91,983,546 

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1% 22,550,000 0   

陈惠贞 境内自然人 1.81% 8,148,683 6,111,512   

洪江游 境内自然人 1.71% 7,686,997 5,765,248 质押 1,921,749 

洪江涛 境内自然人 0.51% 2,312,737 1,734,553   

张奎成 境内自然人 0.35% 1,574,100 0   

冯卓凡 境内自然人 0.33% 1,472,300 0   

郑顺正 境内自然人 0.32% 1,425,250 0   

陈丽娟 境内自然人 0.25% 1,133,400 0   

杨仁初 境内自然人 0.24% 1,1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陈惠贞与洪江游、洪江涛为母子关系，股东洪江涛与洪江游为兄弟关

系，股东洪江游及洪江涛同时是控股股东海南宏氏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广

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海南宏氏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协议转让

给公司引进的战略投资者，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关联自然人与其他股

东，以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股东海南宏氏投资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4,545,947 股外，

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1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2,695,947 股。 

2.股东陈丽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33,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33,400

股。 

3.股东郑顺正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500 股，通过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20,75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425,25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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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已披露的重要信息如下 

序号 公告号 公告内容 披露日期 披露网址链接 

1.  2022-003 关于公司投资建设民族药制剂楼的公

告 

2022年 1月 25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  2022-005 关于签署注射用苏拉明钠研究合作协

议的公告 

2022年 2月 1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3.  2022-010 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

新认定的公告 

2022年 3月 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4.  2022-011 关于苏拉明钠对 SARS-CoV-2病毒变

异株的敏感性研究报告的公告 

2022年 3月 3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5.  2022-032 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2022年 4月 22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6.  2022-04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公告 

2022年 6月 1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7.  2022-043 关于布洛芬颗粒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的公告 

2022年 6月 1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二） 其他重要信息 

1.报告期内，在香港地区受新一轮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影响，防疫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康芝药业作

为国内知名医药企业，积极肩负起上市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携手康芝红脸蛋基

金第一时间通过国际潮团总会与香港潮属社团取得联系，捐赠儿童防疫口罩，用于支援香港地区的疫情

防控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香港儿童的健康安全；报告期内，疫情在海南呈现多点扩散态势，公司也第

一时间以实际行动支援政府疫情防控工作。 

2.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加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建设，2022 年 5 月 11 日上午，海南大学

领导带领药学院教师团队前往公司走访调研，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活动，并在康芝药业海南基

地举行海南大学药学院实践教学、实习就业基地签约暨授牌仪式。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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