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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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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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润双鹤 600062 双鹤药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彦喜 郑丽红 

电话 (010)64398099 (010)64398099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东二路1号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东二路1号 

电子信箱 mss@dcpc.com mss@dc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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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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72,222,117.26 11,276,864,761.85 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839,523,943.94 8,602,508,124.86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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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734,208.14 821,485,650.89 -14.21 

营业收入 4,147,116,544.19 4,865,561,997.67 -1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54,238,190.73 638,434,732.48 -1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6,417,589.37 600,130,223.29 -12.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8 7.55 减少1.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13 0.6120 -13.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13 0.6120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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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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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9.99 625,795,624 -  无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4.66 48,567,474 -  无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0 17,780,256 -  无 -  

王开平 境内自然人 1.02 10,612,156 -  无 -  

白秀平 境内自然人 1.01 10,578,811 -  无 -  

王开斌 境内自然人 0.70 7,269,012 -  无 -  

吕梁小金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0.47 4,892,076 -  无 -  

张治宇 境内自然人 0.45 4,700,000 -  无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0.30 3,145,668 -  无 -  

何东翰 境内自然人 0.26 2,700,000 -  无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有资料显示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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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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完成情况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0.96 亿元，同比下降 14%，实现净利润(归属母

公司)5.54 亿元，同比降 13%。 

慢病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4%。其中降压领域受带量采购影响下降 15%，降糖领域增长 1%，

降脂领域增长 22%。降压核心产品〇号收入同比增长 5%，重点产品穗悦、复穗悦和硝苯地

平缓释片呈现双位数增长；降糖药糖适平同比增长 4%；脑血管用药诺百益(胞磷胆碱钠片)

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销售收入增速 20%。 

专科业务收入同比持平。其中儿科用药领域下降 9%，小儿氨基酸受疫情影响，销售收

入同比下降 16%，但市场份额仍保持第一；肾科用药领域同比增长 15%，腹膜透析液保持

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精神/神经领域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丙戊酸镁缓释片销

售收入同比增长 15%。 

输液业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收入同比下降 25%。其中基础输液销量下降 27%，

基本与行业表现相似，市场份额稳定，包材结构也保持稳定。 

(二)重点工作举措和成果 

1、慢病业务 

(1)慢病营销队伍整合后，加强区域统筹管理和市场统一策划，减员增效，打造“慢病世

家”产品组合，主战场在等级医院的品种获益。 

(2)慢病产品是带量采购重点关注领域，业绩承压，公司积极拥抱带量采购，针对带量

采购后不同类型产品所需匹配的组织能力，启动营销模式转型。其中：对于未受带量采购影

响的产品，通过品牌塑造、攻坚医联体/医共体目录、紧抓县级市场为龙头驱动等重点举措

提升产品销售；对于已经受到带量采购影响的产品，积极拓展零售终端等标外市场，尽力减

缓产品下降速度；对于即将纳入带量采购的产品，积极应对、提前筹备。 

2、专科业务 

(1)儿科业务始终致力于引领相关细分市场的临床教育、拓展产品应用科室，惠及更多

患儿，重点产品珂立苏和小儿氨基酸虽然疫情期间销量暂时受到影响，但市场份额稳中有升；

上半年，儿科领域再添重磅产品，治疗早产新生儿原发性呼吸暂停的斐童(枸橼酸咖啡因注

射液)4 月上市，儿科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儿科领域发展将更加深入；未来还将利用儿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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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产品资源优势和组织能力，探索服务延伸，拓展产品线。 

(2)肾科业务继续围绕腹透中心建设、患者平台管理、学术平台打造腹透商业模式，运

用差异化学术活动增强终端黏性，引领国产腹透市场增长；持续降低成本，提升产品盈利能

力；后续将以患者病程为中心，加快肾科产品补充。 

(3)精神神经业务在稳定精神专科医院覆盖率的基础上，积极拓展综合医院覆盖，在疫

情期间仍保持了双位数增长，未来将在深度与广度上继续拓展该领域产品布局，做实精神神

经业务平台。 

3、输液业务 

(1)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临床的输液使用造成极大冲击，医院就诊人数和住院人数大

幅减少，尤其是基层开诊率和住院率恢复缓慢，大城市跨省就医减少，导致整体市场萎缩，

随着疫情缓解，销量已有逐步回升的趋势，但患者就医分流、诊疗习惯改变等影响仍将持续。 

上半年，公司发挥产销一体化和全国布局的优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确保医疗终端的

输液使用；发挥 BFS 产品力和公司静配中心行业标杆优势，持续推进输液营销模式转型，

做大根据地市场；通过基地合并、产线自动化升级等方式进一步提升效率，未来还将继续优

化布局、集约化管理，实现低成本与高质量发展。上半年输液业务市场份额保持稳定。 

(2)上半年公司成立输液事业部，统筹全国输液业务发展，强化规划与统筹，优化“一轴

两翼”战略，夯实核心能力，为输液业务更好地发展奠定基础。 

4、研发创新 

(1)应对医药行业政策剧变，公司对标一流制药公司，于 2019 年确定了研发创新战略，

把研发创新定位于打造一流制药企业的驱动力和引擎，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分三个阶段实现

研发创新转型。上半年公司重塑研发管理架构，由分散走向统筹管理，六个研发平台分工合

作，培养核心创新能力。 

(2)发挥公司资本和品牌优势，加快外部合作补齐研发创新短板，尤其在高潜制剂平台

取得积极进展，已布局 2 个技术平台，创新药也有所探索与收获，加速了创新药研发与孵化。

未来将进一步强化 BD 跨团队协同作战，采用灵活的、多元化合作模式，积极探索开发创新

药、生物药的商业机会。 

(3)正式启动筹建新药发展专家委员会，借助外脑为公司步入创新药研发提供咨询和技

术支持。未来公司还将在引进领军人才、打造研发梯队、优化激励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激

发研发组织活力。 

2020 年以来，公司研发创新上取得积极成果，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获批 2 个，仿制药获

批 2 个，另有 8 个一致性评价或仿制药项目申报。截止目前，公司已有 9 个产品通过(视同

通过)一致性评价。 

5、落实低成本战略 

带量采购对仿制药企业全产业链低成本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司积极拥抱带量采购，研产

销及管理围绕低成本、高效率做出转型调整。 

(1)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带量采购常态化趋势，上半年公司整合内部资源，打造全价值

链低成本运营的带量采购平台，落实低成本、多品种战略。 

(2)启动北京区域非输液生产基地整合，利用 3-5 年时间，完成生产基地定位调整、产品

转移和管理整合，落实低成本战略，提升研发创新产业化。 

(3)应对仿制药低成本常态化，去年成立原料药事业部，布局原料制剂一体化，为制剂

生产和研发创新配套，今年上半年产量大幅提升，多个原料药进入中试验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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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字化探索 

在带量采购和疫情双重推动下，运用数字化手段对组织活动、流程、业务模式和员工能

力等方面进行重新定义，助力效率和专业能力提升。 

(1)营销端结合带量采购后对低成本运营、高效客户管理的要求，利用数字化手段助力

精准、高效、合规的营销模式转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线上营销方面做了大量探索，积累

了经验，对未来营销模式转型提供有益助力。 

(2)生产端以北京区域为试点，在生产智能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实验室信息化等方面

探索尝试，推进智能制造，提升运营效率和质量管控。 

7、组织和人才 

以“确保合规、效率优先、创新导向、充分授权”为导向启动了公司组织变革，从“中心

制”调整为“事业部制”；持续打造经理人、关键岗位人才、管理培训生“三支队伍”，形成人

才梯队；围绕低成本和研发创新战略落地，调整人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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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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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冯毅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