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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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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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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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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当日公司回购

专户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送红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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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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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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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31-83282705 0731-83282705 

电话 0731-83282597 0731-83282597 

电子信箱 gujishun@hnerkang.com fanyi@hnerka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秉承“一切为了药品的安全”的企业使命，主营业务集中在药用辅料、原料药、成品药三大领域，目前已经成为国内

生产规模最大的药用辅料龙头企业。 

（1）药用辅料领域 

作为国家药用辅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公司通过对现有辅料品种及新品种的持续研发，现已形成药用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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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稳定剂、药用蔗糖、淀粉及淀粉囊等系列化产品的发展态势，能够满足下游制剂客户个性化、全方位、多层次的采购需

求。 

产品名称 用途 

药用辅料 用于生产药品和调配处方时使用的赋形剂和附加剂。 

① 药用溶剂 用于将原料药或辅料在一定条件下分别以颗粒、液滴、胶粒、分子、离子或是其混合形式进行分

散的液体介质。 

药用甘油 可用于注射剂、胶囊剂、片剂、栓剂、丸剂、软膏剂、乳膏剂等剂型的生产；实际应用中，还可

做助悬剂、稳定剂等。 

药用丙二醇 可用于注射剂、冲洗剂、灌肠剂、合剂等剂型的生产；实际应用中，还可做增塑剂等。 

药用乙醇 可用于酊剂、贴剂、贴膏剂、口服溶液剂、口服混悬剂、口服乳剂、耳用制剂、冲洗剂、灌肠剂

等剂型的生产；实际应用中，除作为药用溶剂外，还可做抑菌剂等。 

② 药用稳定剂 用于改善溶液、胶体、固体等形态药品的稳定性能，保持药品持续有效。 

药用氢氧化钠 调节酸碱度以提高药物稳定性，可用于注射剂的生产。 

明胶 用作生物制品稳定剂，可用于胶囊剂、注射剂、膜剂、涂膜剂等剂型的生产。 

柠檬酸系列 调节酸碱度与螯合作用提高药物稳定性，还具有抗氧化作用，可用于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

服溶液剂、注射剂等剂型的生产。 

心脑血管类辅料 增加心脑血管药的溶解度提高稳定性，降低其毒副作用，可用于心脑血管类注射剂的生产。 

其他稳定剂 用于改善溶液、胶体、固体等形态药品的稳定性能，保持药品持续有效。 

③ 药用蔗糖系列   

口服类蔗糖 主要在口服类产品和生物制品中，用作矫味剂、黏合剂等；可用于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

溶液剂、口服乳剂、口服混悬剂、散剂、糖浆剂、注射剂、丸剂等剂型的生产。 

其他类蔗糖 可用于生产生物制品等药品，可用于注射剂、丸剂等剂型的生产。 

④ 淀粉及淀粉囊系列   

普通淀粉 在医药领域可用作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的填充剂、稀释剂，在其他领域应用十分广泛，可用于

制作淀粉糖、糖醇、发酵制品、高分子材料、酒精等产品。 

改性淀粉及淀粉囊系列 可用于替代明胶和卡拉胶在药品、保健食品、食品领域的应用，主要起赋型、增稠、乳化、胶凝

等作用，可用于片剂、注射剂、胶囊剂、颗粒剂、栓剂、丸剂、软膏剂、乳膏剂、散剂、糖浆剂、

搽剂、涂剂、涂膜剂、酊剂、贴剂、贴膏剂、口服溶液剂、口服混悬剂、口服乳剂、植入剂、膜

剂、耳用制剂、冲洗剂、灌肠剂、合剂等剂型的生产。 

⑤ 其他辅料 包括十六醇、十八醇、十六十八醇、乙二胺、硬脂酸等，主要用于软膏剂、乳膏剂、片剂、胶囊

剂、颗粒剂、溶液剂等剂型的生产，起赋形、润滑、保湿等作用。 

（2）原料药领域 

公司原料药业务涉及生产和流通，公司生产的原料药产品主要包括磺胺嘧啶、间苯二酚等，原料药流通领域相关业务主

要由子公司尔康医药经营开展。 

产品名称 用途 

原料药   

① 抗菌防腐类 主要包括磺胺类抗菌药和外用防腐药，用于杀灭微生物。 

磺胺嘧啶 磺胺类抗菌药，用于敏感细菌及其他敏感病原微生物所致的感染。 

间苯二酚 消毒防腐药，用于外用治湿疹、牛皮癣等。 

② 其他原料药 主要包括呼吸系统用原料药等。 

（3）成品药领域 

公司成品药业务涉及生产和流通，公司生产的成品药产品主要包括注射用磺苄西林钠、复方甘草片、炉甘石洗剂等，医

药流通领域相关业务主要由子公司尔康医药经营开展，涉足医药流通领域有利于增加成品药渠道销售的运营经验，进一步延

伸产业链。 

产品名称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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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药   

注射用磺苄西林钠 第二代半合成青霉素类广谱抗生素制剂，由日本武田药品工业公司首先研制，公司为本品国内

首仿企业。用于治疗敏感菌所致的肺炎、尿路感染、复杂性皮肤软组织感染和败血症等。 

其他成品药 包括炉甘石洗剂（用于治疗湿疹）、复方甘草片（用于镇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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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4,341,005.69 2,354,485,579.21 16.56% 2,827,885,19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530,199.47 216,579,339.26 -25.42% 522,456,31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985,484.52 263,292,410.44 -44.93% 463,563,48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815,848.97 123,894,781.22 259.83% 689,111,143.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83 0.1050 -25.43% 0.25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83 0.1050 -25.43% 0.25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5% 3.95% -1.10% 10.1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6,143,768,563.96 6,048,680,388.79 1.57% 5,720,067,51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58,877,787.68 5,598,971,555.76 2.86% 5,366,689,6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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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3,522,958.41 597,386,158.62 598,406,663.87 795,025,22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414,694.79 45,010,694.20 36,438,234.92 -5,333,42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994,988.97 42,549,205.86 34,708,450.42 -14,267,160.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502,439.68 91,452,236.72 -5,647,204.36 416,513,2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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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6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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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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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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66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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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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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泽雄 境内自然人 1.78% 36,641,948 0   

杜众乐 境内自然人 0.73% 15,133,920 0 质押 11,700,000 

贺智华 境内自然人 0.38% 7,866,000 0   

徐良国 境内自然人 0.35% 7,275,100 0   

俞杰 境内自然人 0.35% 7,158,700 0   

陈丽琴 境内自然人 0.28% 5,78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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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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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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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医药行业仍处于产业升级变革调整期，受医保目录调整、市场行情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游成品药制剂客户需

求发生变化，公司相应调整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结构，高毛利产品销售下降、低毛利产品销售上升，导致公司虽然营业收入较

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但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4,434.1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6.56%，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153.02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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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997.0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54%。 

受大宗商品市场行情波动及需求变化等因素的影响，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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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23.5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4.28%；蔗糖系列实现销售收入28,522.47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4.74%。 

2019年4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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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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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淀粉囊系列产品、药用稳定剂和药用溶剂的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其中改性淀粉及淀粉囊系列产品实现销

售收入3,231.9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7.90%；药用稳定剂产品实现销售收入27,781.13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1.88%；药用

溶剂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5,779.5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11%。 

（2）原料药 

报告期内，公司原料药实现销售收入33,483.2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1.55%。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原辅料+制剂”一体化战略，大力推进产业链升级，完成原料药生产线环保提质改造，进一步提高

产品品控标准；同时，以公司的产品品类与质量优势为依托，推动多个优势品种海外市场拓展。2019年公司抗菌防腐类原料

药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4,038.7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5.92%；其他原料药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9,444.4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144.66%。 

（3）成品药 

报告期内，公司成品药实现销售收入33,077.1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59%。 

2019年8月，国家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的通知》【医保发〔2019〕46号】，公司注射用磺苄西林钠被调出2019年版国家医保目录。受此影响，2019年公司注

射用磺苄西林钠实现销售收入24,705.1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4.70%。 

报告期内，公司运用多种商业合作模式，持续推进“原辅料+制剂一体化”商业生态，开拓成品药业务领域。2019年公司

其他成品药实现销售收入8,372.0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47.92%。 

2、对外投资情况 

（1）2019年7月，经公司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鉴于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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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万元追加至9,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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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降低原料药成本。截至2019年12月31日，

该项目已完成投资8,117.82万元。 

（2）2019年3月，经公司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黄虎、林立民、湖南世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冠实

业”）、长沙华夏之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之光”）、湘民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世冠实业分别向

黄虎购买并受让其持有的湘民投28.57%股权（即湘民投注册资本1,000万元）、56.43%股权（即湘民投注册资本1,975万元），

华夏之光向林立民购买并受让其持有的湘民投15%股权（即湘民投注册资本525万元）。公司计划利用湘民投及其子公司在

湖南省医药行业的产业布局优势，促进公司业务拓展，增强市场竞争力。2019年3月28日，湘民投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完成。 

（3）2019年11月，经公司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云南彩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湖南彩益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公司持有彩益医药33.33%股权（即认缴出资5,000万元）。云南彩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自身资金优势与公司

专业优势互补，计划在医药行业开展合作，开拓医药经营业务。2019年11月8日，湖南彩益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注册

登记。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实缴出资1,500万元。 

（4）2019年11月，经公司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益阳高新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阳高新

产业公司”）、世冠实业共同出资设立益阳同益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益阳高新产业公司认缴比例为50%（即

认缴出资15,000万元），公司认缴比例为48%（即认缴出资14,400万元），世冠实业认缴比例为2%（即认缴出资600万元）。

益阳高新产业公司作为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投资平台，借助政府大力发展医药产业的机遇，寻找合作伙伴，公司与其

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医药产业投资平台。2019年11月26日，益阳同益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截

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实缴出资14,400万元。 

3、研发工作开展情况 

（1）关于药用辅料、原料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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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相关品种的质量研究和稳定性考察，与客户沟通了解其需求，开具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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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授权使用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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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评审批工作。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拥有127个药用辅料品种，已取得154个药用辅料登记号，其中，有18个与制剂共同审评审批结果为“A”（即已批准在制

剂中使用）；公司拥有55个原料药品种，已取得81个原料药登记号，其中，有52个与制剂共同审评审批结果为“A”（即已批

准在制剂中使用）。 

（2）药用辅料质量研究与标准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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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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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国家药典委员会开展间苯二酚、依地酸钙钠、氢氧化钠等9个药用辅料品种的质量标准研究工作，此9个药用辅料品种已

被收入《中国药典》（2020版）。 

（3）知识产权相关工作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拥有167项授权专利，包括157项国内专利、10项国外专利。公司获得的授权专利涉及领域包括

淀粉囊、柠檬酸酯、传统辅料、抗菌防腐类原料药等，相关专利的取得，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结构体系，增强对

核心技术的保护，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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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用蔗糖系列 285,224,673.88 40,718,703.89 14.28% 4.74% 91.73% 6.48% 

淀粉及淀粉囊系

列 
1,130,555,513.80 24,852,331.52 2.20% 54.74% -65.82% -7.75% 

药用氢氧化钠 109,290,301.91 99,797,123.21 91.31% 2.67% 5.33% 2.30% 

注射用磺苄西林

钠 
247,051,744.60 169,747,470.08 68.71% -24.70% -19.82% 4.18% 

磺胺嘧啶 107,392,484.00 47,277,926.70 44.02% 93.98% 83.60% -2.49% 

呼吸系统用原料

药 
171,332,777.23 68,194,878.63 48.36% 204.40% 378.89%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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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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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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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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印发合

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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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

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

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A.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年1月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5,440.00 -105,44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5,440.00 105,440.00 

B.2019年1月1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

如下表：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贷款和应收款项 1,457,739,244.19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 
1,457,739,244.19 

应收票据 贷款和应收款项 113,062,667.79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 
113,062,667.79 

应收账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344,623,073.82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 
344,623,073.82 

其他应收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17,347,609.2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 
17,347,609.2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05,44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105,440.00 

应付票据 其他金融负债 22,8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负债 
22,800,000.00 

应付账款 其他金融负债 70,579,332.58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负债 
70,579,332.58 

其他应付款 其他金融负债 41,738,126.75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负债 
41,738,126.75 

预计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 66,1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负债 
66,100,000.00 

C.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

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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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的账面价值（2018年12月

31日） 

重分类 
重新 

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的账面价值（2019年1月

1日） 

1) 金融资产 

其中: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按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1,457,739,244.19   1,457,739,244.19 

应收票据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按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113,062,667.79   113,062,667.79 

应收账款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按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344,623,073.82   344,623,073.82 

其他应收款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按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17,347,609.21   17,347,609.2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资产 1,932,772,595.01   1,932,772,595.01 

b.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 105,440.00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权

益工具投资(新CAS22) 

 -105,440.00   

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其他权益工具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     

加：自摊余成本(原CAS22)转入  105,440.00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105,44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总金融资产 
105,440.00   105,440.00 

2)  金融负债 

其中:摊余成本 

应付票据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按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22,800,000.00   22,800,000.00 

应付账款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按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70,579,332.58   70,579,332.58 

其他应付款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按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41,738,126.75   41,738,126.75 

预计负债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按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66,100,000.00   66,1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负债 201,217,459.33   201,217,459.33 

D.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

的调节表如下： 

项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备/

按或有事项准则确认的预计负债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

提损失准备（2019年1

月1日） 

应收账款 52,846,853.52   52,846,853.52 

其他应收款 19,089,459.34   19,089,459.34 

③ 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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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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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减少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湖南尔康正阳药用胶囊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3月6日 22,748,573.31 -278,796.83 

2018年11月20日，本公司拟吸收合并子公司湖南尔康正阳药用胶囊有限公司。2019年3月6日，湖南尔康正阳药用胶囊

有限公司办理工商注销登记，账面资产及负债并入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