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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16              证券简称：千山药机            公告编号：2017-091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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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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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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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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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千山药机 股票代码 3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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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龙晖 郑玉环 

办公地址 湖南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盼盼路 9号 
湖南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盼盼路 9

号 

电话 0731-84030025 0731-84030025 

电子信箱 zqb@chinasun.com.cn zqb@chinas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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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119,873.61 315,827,049.98 4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239,860.42 10,807,300.69 13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3,962,100.99 9,524,187.90 15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66,931.82 -5,268,726.22 89.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3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3 1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 1.0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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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3,520,479.81 4,091,672,391.42 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16,581,251.18 1,184,759,725.08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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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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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祥华 境内自然人 13.78% 49,808,002 37,356,001 质押 46,318,000 

刘燕 境内自然人 3.28% 11,856,000 8,892,000 质押 5,500,000 

邓铁山 境内自然人 3.28% 11,856,000 8,892,000 质押 7,500,000 

钟波 境内自然人 2.77% 10,000,000 7,500,000 质押 2,600,000 

王国华 境内自然人 2.77% 10,000,000 7,500,000 质押 3,000,00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7% 9,276,600 0   

黄盛秋 境内自然人 2.18% 7,893,600 7,893,600 质押 4,605,200 

彭勋德 境内自然人 2.18% 7,893,600 7,893,600 质押 5,667,900 

郑国胜 境内自然人 1.94% 7,000,000 7,000,000 质押 4,461,000 

何雪萍 境内自然人 1.84% 6,66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刘祥华、刘燕、邓铁山、钟波、王国华、黄盛秋、彭勋

德、郑国胜为一致行动人。刘祥华、钟波、刘燕、王国华为公司董事、高

管，邓铁山为公司董事, 黄盛秋、彭勋德、郑国胜为公司历任监事。钟波

和彭勋德为连襟关系，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何雪萍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6,66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660,000 股。 

公司股东张颖通过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4,367,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373,100 股。 

公司股东钟伟澜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3,1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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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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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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医疗器械业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711.9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1.57%；主要原因一

是智能混合捆包生产自动线实现营业收入 19,487.18万元，同比增长 280%；二是药用包

装材料实现营业收入 14,349.07万元，同比增长 29.13%。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23.99万元，同比增长 133.54%。 

报告期，公司重点推进“慢病精准管理项目”、“智能手表和动态血压计项目”的进

程，陆续取得开展经营业务所需的资质。（1）报告期，子公司广东千山医疗的臂式电子

血压计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智能健康监护手表取得《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广东千山医疗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2）子公司宏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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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全资子公司长沙宏灏医学检验有限公司下设的医疗机构长沙千山医学检验所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3）子公司千山健康已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第二类

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其分公司湖南千山慢病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榔梨内科门诊部取得

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千山健康拟收购湖南德盛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该

公司拥有《药品经营许可证》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可作为药品代理与

药厂建立合作，千山健康已与其股东签订《公司整体收购协议》，正在办理后续相关事宜。

截止目前，千山健康的“千山降压 APP”、“降压商城”均已上线，千山健康与长沙县卫计

局签署了《长沙县高血压病人基因检测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千山健康为长沙县登记

在册的高血压病人提供高血压基因检测服务，2017年度首批计划检测人数为 41,666人，

目前该项检测服务工作正在开展。 

报告期，公司投资设立新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领域。报告期，公司与 GVDL、

Glucovation 三方签署了《许可与研发协议》，获得在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

加坡和泰国设计、制造和销售持续性血糖监测系统许可授权。公司以自有资金 6,800 万

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千山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持续性血糖监测产品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业务。子公司湖南乐福地设立控股子公司浏阳市乐福地花炮包材制造有

限公司，主营模压组合烟花内、外筒等组合烟花包装材料。 

报告期，公司继续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报告期，公司收到了证监会对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反馈意见通知书。公司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中提

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对问题逐项进行回复，并于 2017 年 6月 3日披露了反

馈意见回复，6月 5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反馈意见回复及相关材料。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报告期，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对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公司将研究一所、研究二所、

研究三所进行整合，整合后分设智能装备研究所及医疗器械研究所，智能装备研究所主

要负责智能装备新产品研究、开发业务，医疗器械研究所主要负责医疗器械及医疗器械

装备新产品研究、开发业务。公司原装配车间变更为装配一车间、新设装配二车间，装

配一车间负责传统智能装备的装配生产,装配二车间主要负责包装机械及其它产品的装

配生产。 

报告期，公司申请发明专利 6 件；获授权发明专利授权 1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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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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贴>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要求，对公司财务报表列报影响如下： 

① 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

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② 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

收益”项目列报；  

③ 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公司，公司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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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 年 4月 28 日，财政部颁布《关

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自 2017 年 5 月 28日施行。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第五

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开始执行，对于本准则施行日存在

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该会计

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2017 年 5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关

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贴>的通知》（财会

[2017]15 号），自 2017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第五

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

助》自 2017年 6月 12日开始执行，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

法处理，对 2017 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

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

整。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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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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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公司以自有资金 6,800 万元在广东省佛山市投资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广东千

山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800 万元。该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取得了

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本报告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②  全资子公司湖南乐福地医药包材科技有限公司与浏阳市华盛环保花炮包材研

发中心（普通合伙）共同出资设立浏阳市乐福地花炮包材制造有限公司湖南乐福地出资

现金人民币柒佰伍拾万元，占浏阳乐福地 75%股权。2017年 3月 20日，浏阳市乐福地花

炮包材制造有限公司已在浏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取得了核发的《营业

执照》，本报告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刘祥华）：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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