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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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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药业 股票代码 00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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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波 邓永红 

办公地址 湖北省潜江经济开发区广泽大道 2 号 湖北省潜江经济开发区广泽大道 2 号 

电话 0728-6204039 0728-6204039 

电子信箱 tzz@chinataurine.com tzz@chinataurine.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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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8,440,271.59 291,908,106.16 4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382,649.78 34,521,106.01 10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7,916,291.27 22,849,643.35 1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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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7,595,787.66 60,128,906.91 29.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18 9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18 9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7% 3.05%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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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770,675.42 1,273,318,351.68 1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34,579,826.45 1,173,339,319.77 5.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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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勇 境内自然人 21.54% 42,312,000 31,734,000 冻结 13,500,000 

深圳市上元资

本管理有限公

司－上元 1 号

基金 

其他 5.20% 10,214,031 0   

深圳市上元资

本管理有限公

司－上元 2 号

私募基金 

其他 3.90% 7,652,065 0   

黄冈永安药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7% 7,019,488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64% 5,182,500 0   

周彤 境外自然人 2.15% 4,215,044 0   

罗成龙 境内自然人 1.95% 3,837,711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领先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67% 3,289,16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信

息产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3% 3,008,198 0   

深圳市上元资

本管理有限公

司－上元 3 号

私募基金 

其他 1.50% 2,946,15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陈勇先生系黄冈永安药业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上元 1 号基金、上元 2 号

私募基金、上元 3 号私募基金均为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私募基金；未知其

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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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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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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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随着去产能、抓环保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的推进，公司原辅料及能源价格上涨，供应偏紧，进而亦

带动牛磺酸市场持续向好。公司管理层紧抓机遇，对内稳定生产、保障质量、开足产能，对外顺势而为，进一步加强重点客

户管理，稳固市场份额，为公司半年度业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7年初，公司管理层准确判断环氧乙烷市场形势，及时做出春节后开车的决策。通过四个月的运行，环氧乙烷装置同

比减亏约50%，为上半年的业绩做出较大的贡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8,440,271.59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46.77%；营业利润77,926,749.92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2.5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1,382,649.78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6.78%；每股收益0.35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4.44%。 

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以及市场跟踪，面对牛磺酸市场出现的新形势，2017年3月公司董事会决定投资建设“年产3万吨

牛磺酸食品添加剂项目”，项目建成后，实现产能翻倍，提升市场占有率，增强产品竞争力，再创新辉煌。目前，各项工作

正有序推进。 

2017年2月公司在加拿大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艾诺维股份有限公司（Inoyan Laboratories Inc），并通过其收购了具有35

年历史的加拿大膳食补充剂Innovite品牌，进一步拓展保健产品的运营领域。 

雅安投资根据公司转型发展的战略，上半年针对中医药厂、生物医药、保健品、药房连锁等大健康领域进行了研判和考

察，为转型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股权激励授予登记工作，以每股13.52元的授予价格向143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945.5万股。

授予激励对象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基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7年1

月18日，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2月10日，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18,700万股增加至19,645.5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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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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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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2月，公司在加拿大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艾诺维股份有限公司（Inoyan Laboratories Inc），2017年3月，公司投资设

立了艾诺维康健（武汉）科技有限公司。上述两公司在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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