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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4                         证券简称：金石亚药                          公告编号：2020-030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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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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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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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亚药 股票代码 30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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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强 张天涯 

办公地址 成都市家园路 8 号大地新光华广场 A1 区 8 楼 成都市家园路 8 号大地新光华广场 A1 区 8 楼 

电话 028-87086807 028-87086807 

电子信箱 goldstone@goldstone-group.com goldstone@goldstone-group.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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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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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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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337,250,361.08 419,719,990.63 -1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89,678.16 51,107,158.16 -9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75,196.43 49,518,248.60 -99.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746,936.61 72,446,576.27 -43.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 0.13 -92.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 0.13 -9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4% 1.91%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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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4,541,629.05 3,230,264,178.78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08,172,303.70 2,732,504,696.54 -0.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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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蒯一希 境内自然人 16.63% 66,793,680 50,095,260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13.25% 53,245,040 0   

王玉连 境内自然人 4.85% 19,500,633 19,500,633   

杨晓东 境内自然人 4.55% 18,281,844 18,281,844   

谢世煌 境内自然人 4.00% 16,072,789 16,072,789   

楼金 境内自然人 3.64% 14,638,327 14,638,327   

浙江迪耳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3% 14,564,367 14,564,367   

傅海鹰 境内自然人 2.09% 8,377,960 6,283,470   

林强 境内自然人 2.08% 8,351,880 6,263,910   

海南亚东南工

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3% 8,155,544 8,155,544 质押 8,155,54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蒯一希和杨晓东是夫妻关系，合计持股 85,075,52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1.18%。浙

江迪耳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南亚东南工贸有限公司是楼金实际控制下企业。除此之外，

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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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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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的主要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725.0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9.65%；其中，机械制造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7,928.63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34%；医药制造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23,806.2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8.12%；房产租赁和管理行业

实现营业收入 1,990.1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78.9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92.58%。 

二、医药大健康领域情况 

1、在药品领域，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各省、市不同层级不断出台对治疗感冒、咳嗽和退热等相

关药品的限购、禁售政策。同时由于民众生活习惯改变，佩戴口罩、减少聚集等，使得感冒和流感的患病人数大幅下降。这

导致公司最主要的感冒药品类业务面临较大冲击，为了快速应对这一空前挑战，公司各大业务板块进行协同调整、积极应对、

勇于创新，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对于公司业务的影响，同时逆势而动为丰富产品线和品类结构进行布局和开展实质性的推进

工作。 

非处方药业务通过“战疫行动”、“在线问诊”等项目借助媒体、平台，深化品牌宣传，进行品牌拓展。在巩固原有消费

群体的同时，积极开拓、探索新的品宣模式，以赢得新生消费群体的关注、喜爱和信赖；通过组织线上、线下的品牌活动，

与 KA 连锁形成更为紧密的战略合作，强化双方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继续完善快克及小快克的产品组合，除传统优势感冒

品类外，筛选增补补益类及其他品类药品，构建完善快克和小快克的产品族群，为消费者提供更有效的药物、更丰富的选择，

同时也进一步发挥资源整合优势增加业务抗风险能力。 

处方药和原料药业务，公司主要原料药产品盐酸金刚烷胺等，处方药制剂产品包括庆大霉素普鲁卡因维 B12 颗粒、西

洛他唑片、双氯芬酸钠缓释片、尼莫地平缓释胶囊、续断壮骨胶囊、阿莫西林胶囊等，在维持稳定市场份额的基础上，采用

多种形式开拓新市场。重点整合内部销售资源，借助外部多元化销售渠道和平台，匹配消费者健康意识、消费路径等，力争

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处方药业务。 

中药作为国粹之一，一直以来都受到不少国人的信赖与认可。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增强，消费者对中医药的需求不断增

大。公司中西并举，积极开拓中药饮片业务。公司立足自营药店及本土优势，充分利用快克的品牌带动效应，生产“浙八味”

和畲药系列中药饮片，未来将积极开拓以“快克本草”普通和罐装精制中药饮片、参茸贵细药材为主的系列中药材产品，与

浙江省内医疗卫生机构和医药批发公司通力合作，深入挖掘中药附加价值。 

2、在保健食品领域，公司主要产品有增强免疫力的人参皂苷 Rh2 今幸胶囊、今幸牌氨糖软骨素维 C 锰咀嚼片和快克维

维生素 C 含片等。在行业整顿的大环境下，公司明确产品定位，适时调整宣传方向，积极寻找新的推广手段和品牌维护方

法，持续深入挖掘线上推广、线上销售的互联网营销渠道。营销团队积极提升服务质量，维护老客户口碑，开拓新客群，努

力把“今幸”品牌打造成稀有人参皂苷 Rh2 领先品牌。 

3、公司在保障员工安全、尽快复工复产的同时，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快速组织下属公司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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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击战。为抗疫、防疫贡献绵薄之力，向湖南、湖北疫区总计 16 家市、县级定点收治医院进行定向捐赠公司药品，向浙江

赴鄂医疗队（武汉）、浙江赴鄂医疗队（荆门）和黄冈市中心医院定点捐赠公司药品。紧急调集防疫物资，用于帮助一线医

护人员、防疫工作者，提升免疫力、增强体质、抵抗病毒。 

4、研发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项目进展情况如下：益今生胶囊的临床研究和开发：正在开展临床Ⅱa 期研究。 

三、专用设备制造领域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专用设备制造领域依旧面临国内经济持续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同时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面对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公司积极组织员工抗议防疫，快速实现

复工复产。同时，公司狠抓技术改革，在研发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利用原有机械制造业务多年积累的经验、先进的研发能力

积极推动原有产品的升级换代，推出更具竞争力的新产品，使公司在细分行业领域依然具有强有力的品牌优势，保持了公司

机械制造业务在钢增强塑料复合管道设备领域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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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

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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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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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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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