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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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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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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

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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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7 年上半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康德莱 60398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媛 顾佳俊 

电话 021-69113502 021-69113503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高潮路658号 上海市嘉定区高潮路658号 

电子信箱 dm@kdlchina.net dm@kdlchina.net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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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199,376.03 1,547,522,918.27 -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61,421,940.98 1,139,030,021.93 1.9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6,253,994.28 99,250,183.49 -13.09 

营业收入 596,407,926.12 508,831,317.75 1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3,935,419.05 45,924,787.53 1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9,873,084.50 42,590,636.98 17.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63 6.77 减少2.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9 -1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9 -10.5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6,031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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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康德莱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9.74 125,363,550 125,363,550 质押 16,500,000 

建银国际医疗产业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44 32,915,853 32,915,853 无 0 

上海宏益博欣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43 23,433,375 23,433,375 无 0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1 14,865,000 14,865,000 无 0 

上海旭鑫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62 11,408,400 11,408,400 无 0 

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9 8,475,000 8,475,000 无 0 

广东南医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5 7,096,050 7,096,050 无 0 

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71 5,399,279 5,399,279 无 0 

上海利捷企业投资有限 境内非国 1.43 4,500,000 4,500,000 无 0 



公司 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一户 

国有法人 0.98 3,078,493 3,078,493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本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如下：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宪淼先生、郑爱平女士和张伟

先生，上述三人通过康德莱控股、共业投资、温州海尔斯和

上海康德莱控股间接控制本公司的股份，对公司的经营决策

具有重大影响。上述三人中，张宪淼先生和郑爱平女士为夫

妻关系，张伟先生为张宪淼和郑爱平夫妇的儿子。2012年 9

月 15日，为加强对上海康德莱控股和本公司的管理，保证

本公司稳定发展和实际控制权的稳定，张宪淼先生、郑爱平

女士和张伟先生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控制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建银国际医疗产

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和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

权。 

旭鑫投资和紫晨投资均为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

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其基金管理人均为上海朗程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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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紧密围绕“加强型聚焦发展战略”，着力推进运营管控平台建设，在提升

内控管理、促进内部资源整合及商贸流通领域发展等方面重点展开各项工作，较好的完成了董事

会下达的各项经营目标，实现了收入和利润的持续、稳定增长。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要开展了如下

工作： 



1、加强集团管控，进一步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对内控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流程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不断加强对下属

子公司的管控力度，进一步完善各项生产经营风险防范机制，确保年初制定的各项经营计划如期

推进。 

2、加大研发力度，坚持知识产权战略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保持与客户、医院的技术研发合作，在主营方向上积极开展产品研

发、技术工艺改进工作：本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新产品及技术研发项目实施约 40 项，申报注

册 6 个产品，获批准注册 9 个产品，获批注册的产品中，首次注册 3 个，延续注册 6 个。 

知识产权战略一直是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 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

司知识产权获得授权情况如下：2017 年上半年新获授权专利 23 项（全部为实用新型专利）；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共拥有境内专利 184 项（其中发明专利 33 项、实用新型专利 151 项）和境外

专利 4 项；拥有境内商标 29 项，国际商标 7 项；拥有软件著作权 4 项。 

3、积极推动商贸流通领域建设，提升市场服务水平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积极推动商贸物流互联平台的渠道建设和推广，进一步提升了市场拓展

的能力，提升了新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目标市场的营销策划及市场服务的能力。 

4、优化生产布局，推进产品线在区域间的梯度转移 

2017 年上半年，公司进一步优化了生产布局，重点推进普通输注类产品向浙江基地转移，同

时加大了自动化设备的投入，使生产效率和制造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5、持续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截止到本报告期末，医用针扩建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2017 年上半年，该项目实现效益

1,299.97 万元人民币，达到预期效益水平；医用穿刺器生产基地改扩建项目仍在建设中。两个募

投项目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00,642,883.75 元，占全部募集资金净额的

88.97%。 

6、继续强化员工素质教育 

根据年初制定的培训工作计划，2017 年上半年，公司的培训工作主要围绕全员素质教育展开，

主要开展的培训工作有：一是各公司行政职能部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组织了各种管理类、专业

类、医疗器械法规类培训；二是公司网络学习平台对网络课程设置进行了总体设计，通过开设高

级管理班、中层管理人员素质提升班、销售能力提升班等，帮助员工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三

是培训中心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每月聘请专业老师授课，组织各类面授课程，不断提



升员工综合素质。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不断提升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

能力，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颁布《关于印发修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适用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执

行该规定，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

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

项目，本期其他收益发生额为人民币 1,758,437.74 元。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