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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7                             证券简称：尔康制药                             公告编号：2019-078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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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康制药 股票代码 30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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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湘燕 范艺 

办公地址 长沙市浏阳经济开发区康平路 167 号 长沙市浏阳经济开发区康平路 167 号 

电话 0731-83282597 0731-83282597 

电子信箱 shixiangyan@hnerkang.com fanyi@hnerk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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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909,117.03 985,548,927.69 3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0,425,388.99 221,439,906.87 -4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24,544,194.83 208,331,687.83 -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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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949,797.04 140,626,868.32 -75.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32 0.1074 -41.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32 0.1074 -41.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4.0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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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7,466,650.54 6,048,680,388.79 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11,062,341.51 5,598,971,555.76 2.0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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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放文 境内自然人 41.44% 854,673,006 641,004,754 质押 695,960,000 

湖南帅佳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4% 231,851,004 0 质押 231,849,999 

彭杏妮 境内自然人 4.52% 93,131,548 0 质押 93,131,548 

曹泽雄 境内自然人 2.77% 57,236,642 0   

夏哲 境内自然人 2.26% 46,565,774 0 质押 46,565,774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8% 34,689,600 0   

杜众乐 境内自然人 0.79% 16,298,020 0 质押 13,000,000 

张利群 境内自然人 0.59% 12,217,900 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9% 12,199,852 0   

贺智华 境内自然人 0.41% 8,36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帅放文先生与帅佳投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曹再云

女士为夫妻关系；曹再云女士与曹泽雄先生为姐弟关系。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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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曹泽雄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3,421,642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33,815,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7,236,642 股。股东张利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297,9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92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12,217,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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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医药行业处于产业升级变革调整期，受医保目录调整、市场行情波动及市场需求变

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游成品药制剂客户需求发生变化，公司根据下游客户需求变化调整销售结构，报告期内公司业绩较去年

同期有所下滑。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35,090.9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7.07%，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42.5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1.10%。 

（1）业务开展情况 

1）药用辅料 

报告期内，公司药用辅料实现销售收入99,923.9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85%。 

受大宗商品市场行情波动及需求变化等因素的影响，2019年上半年公司普通淀粉、药用蔗糖系列产品的销售规模较去年

同期有所扩大。报告期内，普通淀粉实现销售收入56,431.4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48.12%；蔗糖系列实现销售收入8,966.40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5.25%。 

2019年上半年，国家医保局发布《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持续突出临床刚需用药，辅助用药受限，

相关药企面临产品结构调整。受医药行业政策环境及供求关系变化等因素的影响，2019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的改性淀粉及

淀粉囊系列产品、药用溶剂和药用稳定剂的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其中改性淀粉及淀粉囊系列产品实现销

售收入1,791.3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0.55%；药用溶剂产品实现销售收入7,555.6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5.84%；药用稳

定剂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5,299.6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0.03%。 

2）成品药 

报告期内，公司成品药实现销售收入19,274.4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35%。 

2019年上半年，公司成品药产品注射用磺苄西林钠的经营情况与去年同期相比保持稳定，实现销售收入16,852.59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1.96%；受公司成品药销售结构调整、市场需求变化等因素影响，2019年上半年公司其他成品药实现销售收

入2,421.8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0.26%。 

3）原料药 

报告期内，公司原料药实现销售收入14,879.7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8.03%。 

2019年上半年，原料药生产线完成环保提质改造，产量较同期增加，同时，公司持续推进“原辅料+制剂一体化”商业生

态，报告期内公司抗菌防腐类原料药产品实现销售收入8,910.1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7.88%。 

（2）对外投资情况 

1）2019 年 1 月，经公司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将已于2018年下半年启动的用自有资金投资建设的尔康

生物淀粉有限公司医药中间体生产项目，投资概算由5,000万元追加至7,000万元，设计产能由8,000吨增加至10,000吨。本次

项目投资是公司在原料药产业链进行向上延伸布局的尝试，公司计划通过上下游拓展，进一步控制原料药成本。截至报告期

末，该项目已完成投资4,711.08万元。 

2）2019年3月22日，公司与黄虎、林立民、湖南世冠实业有限公司、长沙华夏之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湘民投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民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向黄虎购买并受让其持有的湘民投28.57%的股权（即湘民投注

册资本1000万元）。湘民投以发展湖南医药、医疗、食品、新材料、新能源的全球投资贸易合作为战略，经营范围包括实业

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供应链管理等。2019年3月28日，湘民投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 

（3）研发工作 

1）关于原料药、药用辅料与药品制剂共同审评审批工作的开展情况 

公司利用已有原辅料批文及技术优势，积极开展工作、获取原辅料登记备案号，便于与药品制剂生产企业合作开展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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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评审批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新取得15个药用辅料品种的22个登记号。22个登记号中有供口服用辅料9个，供局部及舌下用

辅料6个，供吸入用辅料4个，供注射用辅料2个，供眼用辅料1个。具体情况如下： 

品种序号 品种名称 登记号 登记类型 拟用制剂给药途径 

1 枸橼酸钾 
F20180001660 药用辅料 注射 

F20170000329 药用辅料 口服 

2 甜菊素 F20170000353 药用辅料 口服 

3 聚山梨酯80 F20180001727 药用辅料 吸入 

4 聚乙二醇400 F20190000143 药用辅料 局部及舌下 

5 肉桂油 F20170000350 药用辅料 局部及舌下 

6 无水枸橼酸 F20190000029 药用辅料 吸入 

7 无水乙醇 
F20180001551 药用辅料 局部及舌下 

F20180001625 药用辅料 吸入 

8 乙醇 

F20180000239 药用辅料 注射 

F20180001471 药用辅料 眼用 

F20180001620 药用辅料 局部及舌下 

9 环拉酸钠 F20170000337 药用辅料 口服 

10 油酸 
F20170000382 药用辅料 口服 

F20190000051 药用辅料 吸入 

11 石蜡 
F20170000390 药用辅料 口服 

F20190000085 药用辅料 局部及舌下 

12 胶囊用明胶 F20180000247 药用辅料 口服 

13 硫酸钙 F20170000288 药用辅料 口服 

14 精制玉米油 
F20170000354 药用辅料 口服 

F20170000355 药用辅料 局部及舌下 

15 蔗糖 F20180000236 药用辅料 口服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新取得7个原料药品种的21个登记号。其中曲匹布通为新取得的原料药品种，是非抗胆碱作用

的胆道平滑肌松弛剂，具有促进胆汁分泌及较强的解痉、镇痛作用，用于胆石症、胆囊炎、胆道运动障碍、胆囊术后综合征

及慢性胰腺炎等。具体情况如下： 

品种序号 品种名称 登记号 登记类型 拟用制剂给药途径 

1 依地酸钙钠 

Y20170001821 原料药 注射 

Y20170001822 原料药 口服 

Y20190000202 原料药 局部及舌下 

2 无水碳酸钠 

Y20170001799 原料药 注射 

Y20170001800 原料药 口服 

Y20180000160 原料药 透皮 

Y20180000156 原料药 局部及舌下 

Y20180000155 原料药 其他 

3 浓氨溶液 
Y20170001793 原料药 注射 

Y20170001796 原料药 口服 

4 醋酸 
Y20170001797 原料药 注射 

Y20170001798 原料药 口服 

5 甘油 

Y20170001820 原料药 局部及舌下 

Y20180000768 原料药 眼用 

Y20180000831 原料药 吸入 

Y20180000692 原料药 其他 

Y20170001819 原料药 口服 

Y20170001818 原料药 注射 

6 蓖麻油 
Y20170001815 原料药 口服 

Y20180001601 原料药 注射 

7 曲匹布通 Y20180001734 原料药 - 

2）药用辅料质量研究与标准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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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行业龙头企业，承担了协助国家药典委员会完善药用辅料评价体系、推动标准提升的职责。截至本公告日，以

公司为依托单位设立的国家药用辅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协助国家药典委员会起草的硬脂酸、乙二胺、十六醇、十八醇、十六

十八醇、甘油、甘油（供注射用）7个品种的国家药用辅料标准已在国家药典委员会网站公示，承担国家药典委员会发布的“溶

出度与释放度测定法往复筒法的建立研究”课题的研究结果也已在国家药典委员会网站公示。 

3）知识产权相关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1项专利“一种炉甘石洗剂的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15102938228），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壁垒，增强对公司核心技术的保护，加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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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调整。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57,685,741.61 
应收票据 113,062,667.79  

应收账款 344,623,073.8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3,379,332.58 
应付票据 22,800,000.00 

应付账款 70,579,332.58 

资产减值损失 6,560,993.11 
资产减值损失 29,857.30 

信用减值损失 -6,590,850.41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8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96,921,341.51 
应收票据 27,490,890.17 

应收账款 169,430,451.3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5,520,992.90 
应付票据 0.00 

应付账款 95,520,992.90 

资产减值损失 4,142,805.91 
资产减值损失 29,857.30 

信用减值损失 -4,172,6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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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0日，公司与正阳胶囊签署《合并协议》，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提高营运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公司对正

阳胶囊进行吸收合并。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吸收合并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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