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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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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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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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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375569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 元（含

税），送红股 3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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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浩（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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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54-2796150 0554-2796150 

电话 0554-2796116 0554-2796116 

电子信箱 huh@shanhe01.com kriszhu1987@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山河药辅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药用辅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专业的药用辅料生产企业，是国内排名前列的口服

固体制剂药用辅料生产供应商。公司主要产品涵盖填充剂、黏合剂、崩解剂、润滑剂、包衣材料等常用口服固体制剂类药用

辅料。其中：微晶纤维素、羟丙纤维素、低取代羟丙甲纤维素、羧甲淀粉钠、硬脂酸镁和薄膜包衣粉先后被评定为安徽省高

新技术产品，“立崩”牌羧甲淀粉钠先后获得淮南市知名产品、安徽省名牌产品和“中国化学制药行业药用辅料优秀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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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安徽工业精品”称号，羟丙甲纤维素荣获“中国化学制药行业优秀产品品牌”奖。微晶纤维素、硬脂酸镁和薄膜包衣粉产

品被评定为淮南市知名产品，并有多个产品列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公司多次获得“中国化学行业药用辅料优

秀企业品牌”称号。公司客户主要为制药企业，产品还可用于保健品及食品行业。公司拥有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食品添加剂（二氧化硅、微晶纤维素、硬脂酸镁、羟丙甲纤维素和羧甲基淀粉钠）之《食品生产许

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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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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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64,067,090.69 428,556,522.87 8.29% 339,358,77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370,512.97 70,109,458.06 20.34% 50,335,76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418,762.80 60,723,883.50 22.55% 40,753,699.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474,814.12 74,764,438.63 6.30% 63,512,143.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0 0.500 22.00% 0.3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0 0.500 22.00% 0.3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7% 15.01% 1.46% 11.9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810,166,507.12 709,747,374.16 14.15% 666,403,8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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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5,776,925.46 493,088,109.65 6.63% 441,460,030.3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5,348,770.95 107,368,954.20 106,058,619.73 135,290,74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53,773.39 21,611,815.07 21,155,826.49 22,149,09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637,171.47 19,175,273.52 16,035,904.04 21,570,41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69,051.82 23,992,001.85 15,069,548.23 44,782,315.8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10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91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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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 17,498,900    

刘涛 境内自然人 6.94% 9,660,272    

潘立生 境内自然人 1.22% 1,699,786    

安徽山河药用

辅料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8% 1,6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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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00    

上海磐耀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磐耀三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4% 1,165,300    

余伟 境内自然人 0.74% 1,031,258    

徐金虎 境内自然人 0.69% 96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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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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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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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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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主题，强化内部管理，提升产品质量，促进市场向高端转移。公司主要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均取得正向提升。公司全年合并报表层面实现营业收入 46，406万元，同比增长3，551万元，增长率8.29%，

营业利润为10，369万元，同比增长17.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437万元，同比增长20.34%，扣非后净利润

7，442万元，同比增长22.55%。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以下工作并取得了以下荣誉： 

（1）本年度公司再获四项国家发明专利，目前共获得15项发明专利授权；完成了25个产品在CDE的备案并公示，在仿

制药一致性评价及4+7药品带量采购过程中成果显著； 

（2）公司“羟丙甲纤维素”产品被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授予CEP证书，公司再次被中国化工制药工业协会等五家单位评

为“2019中国化学制药行业优秀企业和优秀产品品牌”企业，荣获淮南市外贸出口先进单位。 

（3）公司再次被安徽省科技厅等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被淮南经开区授予“突出贡献企业”，公司党总支获得中

共安徽省委授予的“双强六好”非公企业党组织称号，公司国际贸易部在市“五一”劳动竞赛中获“工人先锋号”荣誉。 

（4）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中，公司的产品得到广泛使用，助推了一大批仿制药通过或即将通过评价，一致性评价的效

应逐步显现。 

     （5）公司加强安全环保工作，持续增加安全环保费用投入，取得QES三标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获得2019年度“安徽省

绿色工厂”称号，再次荣获“安徽省企业最佳企业责任报告”证书。   

（6）公司技术和生产部门围绕扩大产能、提高收率、改进工艺、降低成本和满足客户需求等方面，先后开展了19项课

题研究，12项已结题，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升。 

（7）公司募投项目二期微晶纤维素项目顺利投产；曲阜天利新厂区项目建设顺利完成，进入试生产状态。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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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纤维素及其衍生

物类产品 
195,712,399.58 72,337,041.30 36.96% 5.43% 14.07% 2.80% 

淀粉及衍生物类 142,834,810.59 50,839,529.27 35.59% 9.17% 19.48% 3.07% 

其他类产品 74,661,013.69 25,829,645.86 34.60% 11.51% 7.42% -1.3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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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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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