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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52                           证券简称：山河药辅                           公告编号：2019-045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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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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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河药辅 股票代码 30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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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齐红 朱睿 

办公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滨路 2

号山河药辅董秘办 

安徽省淮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滨路 2

号山河药辅董秘办 

电话 0554-2796116 0554-2796116 

电子信箱 mapllea@163.com kriszhu1987@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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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22,717,725.15 213,891,400.24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065,588.46 33,491,008.00 2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36,812,444.99 29,867,310.21 23.25%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622,950.03 17,421,974.82 12.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8% 7.31%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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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629,907.52 709,747,374.16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2,432,121.73 493,088,109.65 1.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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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正龙 境内自然人 26.69% 37,154,334 27,865,750   

上海复星医药

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00% 18,099,000 0   

刘涛 境内自然人 7.41% 10,315,322 0   

潘立生 境内自然人 1.66% 2,315,594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投瑞银医疗保

健行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7% 1,347,710 0   

朱堂东 境内自然人 0.91% 1,271,458 953,593   

田玉成 境内自然人 0.86% 1,200,000 0   

余伟 境内自然人 0.74% 1,031,258 0   

徐金虎 境内自然人 0.69% 961,254 0   

UBS AG 境外法人 0.66% 915,10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尹正龙、刘涛、潘立生、朱堂东、余伟、田玉成、徐金虎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属于一致行动人的情形。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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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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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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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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工作主题，积极开展各项生产经营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为 22271.7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106.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62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3681.2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25%。公司营业收入取得增长的同时，净利润同比

取得增长，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部分产品售价调整，毛利率较同期有所提升。 

1、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主题，强化管理，积极开拓高端市场及新市场，实现营业收入增

长，产品毛利率有所提升，提升了公司经营业绩。 

2、积极开展药企和研发机构的前置营销工作，加强技术支持和服务，以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为契机,逐步增加公司产品对

国内医药高端市场（外资企业、百强企业）销售。 

3、加强公司生产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质量稳定性，继续强化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加强班组建设,提升班组自

我管理能力和水平，以促进现场管理和质量管理上台阶。 

4、加强公司募投项目二期工程建设管理，相关工程已进入最后安装调试阶段，确保按时投产。 

5、坚持内生式增长、外延式扩张、整合式发展并举的发展战略，积极寻求推进合作项目进展。积极开展投后管理工作，

促进曲阜天利公司提升规范管理运营水平，加快整合。 

6、做好安全环保与节能减排工作。深化实施EHS体系管理，确保三废达标排放，无重大安全、环保事故发生。公司顺利

通过QES现场审核，顺利取得QES三标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7、我国药用辅料实行关联审评审批制度，促使药企选用安全性、质量有保障且可追溯的辅料，促使行业集中度提升。

公司参照CFDA关联审评、共同审评审批新政策要求，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并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并积极准备申报资料。目

前公司25个产品完成在国家药品审评中心（CDE）公示平台登记并公示，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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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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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