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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7                             证券简称：尔康制药                           公告编号：2018-038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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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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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2,604,87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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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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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olang@hnerkang.com fanyi@hnerka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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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药、原料药三大领域。截至2017年12月31

日，公司拥有129个药用辅料注册批件、149个成品药批准文号、46个原料药注册批件、241个原辅料登记备案号，已经成为

国内药用辅料批文最多的药辅龙头企业。 

1、药用辅料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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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目前国内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专业药用辅料生产企业，公司生产的药用辅料可用于溶液制剂、无菌制剂、生物

制剂（疫苗、血液制品）、胶囊剂、固体制剂和外用制剂六大剂型，主要产品包括淀粉及淀粉胶囊、药用甘油、药用蔗糖、

药用乙醇、药用丙二醇、药用氢氧化钠等系列产品。 

除了药用甘油、药用蔗糖、药用乙醇、药用丙二醇等传统药用辅料产品外，公司自主研发了新型药用辅料淀粉及淀粉囊

系列产品，已经形成了普通淀粉——改性淀粉——淀粉软胶囊原料/淀粉空心胶囊——淀粉胶囊制剂的全产业链。公司淀粉

项目产业化目的是针对明胶和卡拉胶等原材料在药品、保健品、食品和化妆品四大领域的应用范围，利用木薯改性淀粉具备

的天然、非转基因、可溯源的特性，向下游客户提供包括原材料到产成品再到后续技术支持服务等内容。 

公司淀粉及淀粉囊系列产品构成如下： 

产品名称 内容 产品用途 

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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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胶囊用改性淀粉 主要用来生产膳食补充剂（国内称保健品）和药品制剂所需的软胶囊。 

空心胶囊用改性淀粉 主要用来生产膳食补充剂（国内称保健品）和药品制剂所需的淀粉空

心胶囊。 

非胶囊用改性淀粉 根据客户要求进行不同程度改性，主要替代明胶和卡拉胶在食品领域

的应用，产品可作为增稠剂、乳化剂、胶凝剂等，用于高端的软糖、

果酱、面包等食品领域。 

还可作为药品填充剂用于固体制剂领域。 

淀粉囊 淀粉空囊 食品领域使用 

羟丙基淀粉空心胶囊 膳食补充剂（国内称保健品）和药品领域使用 

注：①目前公司下游客户对普通淀粉的需求量较大，鉴于柬埔寨当地配套电力基础设施无法满足普通淀粉满负荷的生产

需求，柬埔寨尔康18万药用吨木薯淀粉生产项目产能重点向高附加值的改性淀粉产品倾斜。为满足下游客户对于普通淀粉的

采购要求，公司利用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优势，从泰国、越南等地采购普通淀粉进行销售。 

②针对软胶囊业务，公司采取的是“销售软胶囊改性淀粉+提供技术支持服务”的模式，即公司通过经销商出售软胶囊用

改性淀粉，公司免费向终端软胶囊制造商提供生产软胶囊的技术服务，提供技术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关键设备的改造和调试、

主要工艺流程的建立和完善、产品稳定性试验等方面的内容。 

2、成品药领域 

公司主要成品药产品包括注射用磺苄西林钠、复方甘草片、阿莫西林胶囊等。 

公司是国内少数几家拥有新型青霉素类抗生素——磺苄西林纳的企业之一，磺苄西林纳具有抗菌谱广、化学性质稳定、

安全有效性、毒副作用小等特点，公司目前拥有1g、2g、4g共计3个规格的注射用磺苄西林纳产品。 

为了改善公司成品药品种相对单一和促进淀粉植物胶囊的推广和销售，公司积极地向产业链下游进行延伸，从2016年公

司开始选择市场容量较大的阿莫西林等胶囊制剂产品，将淀粉囊应用到成品药领域；公司为促进淀粉植物胶囊的推广和销售，

增加成品药渠道销售的运营经验，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公司涉足医药流通领域。 

3、原料药领域 

公司目前主要原料药产品包括磺胺嘧啶、磺胺脒、次硝酸铋、氨基己酸和间苯二酚等。公司未来将利用原料药技术储备

及共同审评审批的优势，根据市场需求，进一步丰富原料药品种、优化产品结构。 

（二）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制定生产计划。公司每月定期召开生产调度专题会，对当月的销售、生产、物料采购、库存、

质量管理等情况进行分析，根据销售部门计划，结合库存情况，确定下个月的生产计划。生产部根据生产调度专题会纪要安

排生产任务，车间根据生产计划按GMP规范组织生产。生产部负责具体产品的生产流程管理，质量技术部负责对生产过程

的各项关键质量控制点和工艺程序进行监督检查，负责生产各个环节的质量检验及生产质量评价。 

2、采购模式 

公司设有供应部专门负责物料采购，供应部根据生产调度专题会确定的生产计划，结合库存量，保证生产所需并留有一

定的安全库存，安排每个月的实际采购品种与采购数量。公司采购的内部控制流程：根据公司具体需求制定准确的采购计划

→提交采购申请→根据审批权限分级审批→审批通过后实施采购计划→经过审核、谈判、确定价格后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审

计→合同履行、合同履行审计→合同结算、合同结算审计。 

3、销售模式 

    目前，公司产品主要采用直销、经销模式对外销售。 

（三）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按照年度经营计划进行产业布局，积极推进公司各项业务。随着供给侧改革政策持续推进以及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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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辅料行业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因素影响，公司传统药用辅料及原料药实现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新型业务推广方面，

由于受国家有关配套政策尚未完善、成品药招投标等其他子行业措施调整的影响，公司改性淀粉、淀粉囊等新型业务产品销

售不及预期，导致2017年业绩相比去年同期有所下滑。 

（四）行业发展情况 

2017年，为了顺应国家供给制改革的趋势，医药行业加大了改革力度，出台的政策涵盖了医药、医疗、医保以及流通四

大领域下几乎所有的细分领域，在药用辅料行业领域，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研发端，2017年12月，《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与药品制剂共同审评审批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将其审评标准提

高至与药品制剂相同水平。 

在生产端，①《中国药典》2020年版将全面完善药用辅料和药包材标准体系，加强标准规范，新增100种药用辅料，并

对已收录药典的270个药用辅料品种中的150个进行修订，同时开展药用辅料生物安全性评价、药用辅料功能性评价方法的建

立、药用辅料适用性、药用辅料与药品相容性、动物来源药用辅料生产和质控技术要求以及空心胶囊通则等多项通用型技术

要求的制定。②一致性评价加速推进，加快淘汰落后产品产能；③随着新一轮国务院改革，生态环境部成立，加上《环境保

护税法》的实施，社会各界对制药企业的环保问题保持高度关注。在相关政策的影响下，制药企业将通过技术创新，节能减

排，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来谋求更好发展。 

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上述政策的出台，将推动药用辅料质量标准与技术水平与国际接轨，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药品安全

性和有效性；将加深药用辅料生产企业与下游客户的合作粘性，有利于进一步强化药用辅料龙头生产企业的行业地位；同时

也将促进药用辅料行业资源整合与品牌建设，有利于进一步规范药用辅料行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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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其他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827,885,190.

81 

2,960,896,815.

03 

2,705,821,623.

19 
4.51% 

1,755,998,915.

76 

1,737,940,035.

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22,456,311.96 

1,026,434,494.

30 
795,351,359.14 -34.31% 604,578,672.02 588,718,93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3,563,487.33 980,970,173.08 749,887,037.92 -38.18% 592,629,642.26 576,769,907.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87,211,143.82 486,495,536.30 486,495,536.30 41.26% 518,955,781.70 518,955,781.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33 0.5 0.3864 -34.45% 0.29 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33 0.5 0.3851 -34.22% 0.29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4% 22.00% 17.54% -7.40% 29.02% 29.02%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5,720,067,519.

74 

5,653,240,595.

76 

5,417,386,549.

34 
5.59% 

4,801,355,378.

30 

4,785,495,643.

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366,689,675.

21 

5,182,607,008.

43 

4,934,675,887.

26 
8.75% 

4,183,662,660.

89 

4,167,802,925.

8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 2015 年度，公司本部通过第三方供应商，间接向子公司湖南尔康（柬埔寨）投资有限公司的客户采购生产空心胶囊用的

改性淀粉，涉及的营业收入金额为 1,805.89 万元，成本金额为 219.92 万元，调减利润 1,585.9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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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 年度，公司从子公司内部采购备货未实现销售部分在合并报表时未进行合并抵消会计处理，应调减营业收入 

22,931.58 万元，调减营业成本 2,033.47 万元，调减利润 20,898.11 万元。 

3. 2016 年度，公司负责国际销售部门未及时将销售退回及其后续处理的期后事项告知公司总部，导致财务部未按企业会计

准则中对于销售退货的原则进行处理，2016 年度财务报表应调减营业收入 2,575.93 万元，调减应收账款原值 1,223.69 万元，

调减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22.37 万元，调减利润 2,210.20 万元，调增其他应付款 1,207.71 万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75,167,275.99 820,031,703.71 674,044,177.99 558,642,03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138,261.28 203,535,664.01 132,150,974.78 -32,368,58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4,451,294.60 197,564,273.79 127,902,512.30 -56,354,593.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663,536.78 388,792,695.63 256,856,341.15 -10,101,4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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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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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放文 境内自然人 41.44% 854,673,006 706,758,004 质押 499,150,000 

湖南帅佳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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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31,548 质押 93,129,500 

曹泽雄 境内自然人 2.77% 57,236,642 57,232,419 质押 57,219,750 

夏哲 境内自然人 2.26% 46,565,774 46,565,774 质押 46,565,4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聚

宝盆 2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2.17% 44,671,000 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持

盈 25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2.06% 42,484,800 0   

中央汇金资产 国有法人 1.68% 34,689,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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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华夏红利混

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5% 32,058,038 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邮战略新兴产

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55% 32,051,26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帅放文先生与湖南帅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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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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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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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一）药用辅料 

1、传统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大品种做渠道，小品种做利润”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提升传统药用辅料的市场占有率，药用蔗糖、

柠檬酸系列产品等销售规模逐步扩大。2017年，传统药用辅料实现销售收入107,304.3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16%。  

2、新型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新型业务淀粉及淀粉囊系列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09,416.8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67%。公司淀粉及淀

粉囊系列产品包括普通淀粉、改性淀粉及淀粉囊。报告期，公司普通淀粉实现销售收入75,719.5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4.85%；受国内医药行业政策、配套措施尚未完善以及成品药招投标政策调整的影响，公司的改性淀粉及淀粉囊市场拓展

不及预期，改性淀粉实现销售收入30,974.1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1.81%；淀粉囊产品实现销售收入2,723.19万元，较去年

同期下降74.89%。 

（二）成品药 

报告期内，公司成品药总体实现销售收入47,200.2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01%，主要原因在于公司生产的淀粉胶囊制

剂以及医药流通领域成品药销售收入减少。公司自己生产注射用磺苄西林钠产品市场销售稳步推进，实现销售收入38,596.47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4.88%。 

（三）原料药 

报告期内，受益于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公司原料药实现销售收入17,580.0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9.11%。 

（四）研发 

1、科研平台建设工作情况 

2013年4月，科技部发文批准公司筹建“国家药用辅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工程中心”）。2017年8月24日，

工程中心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现场验收，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专业从事药用辅料工程技术研究的国家级科研平台。未来

工程中心将针对药用辅料重大关键性、基础性和共性技术问题持续开展研究，为下游客户提供完整的品种定制、一致性评价、

共同审评审批等产品与技术服务。 

2、药用辅料质量研究与标准提升工作情况 

2013年10月，公司与国家药典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共建药用辅料标准研究实验室及药用辅料标准执行，追踪与质量

评价体系达成一致。2017年《中国药典》2020年版的修制订工作正式启动。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向峰先生当选为新一届国

家药典委员会委员。 

公司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将继续承担协助国家药典会完善药用辅料评价体系，推动药用辅料标准提升的职责，目前已承

担了新版药典中甘油（供注射用）、十六醇、十八醇等9个药用辅料品种标准的修制订工作，为国家药典会提供了标准制修

订研究用的样品4个品种，同时参与了《胶囊（空心胶囊）通则》的制订工作。 

3、药用辅料登记备案及共同审评审批工作进展情况 

2017年12月5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公开征求《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与药品制剂共同审评审批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上述政策的发布，将药用辅料的研究复杂度提高到与药品制剂同等水平。公司利用已有的原

辅料批文及技术储备优势，率先取得了241个原料药及药用辅料的预登记号，并与恒瑞医药、海正药业等20多家制剂生产企

业就共同审评事项开展合作。 

4、知识产权工作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共获得国内授权发明专利59项，加拿大授权发明专利5项，美国授权发明专利1项，所涉及领域包含改性

淀粉、淀粉囊、柠檬酸酯及传统药用辅料的相关技术等。上述专利的取得，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知识产权壁垒，有利于公司

核心技术的保护，维持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5、获得科技奖励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植物淀粉胶囊研制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未来公司将继续发挥技术领先优势，标准先行优势，产业整合优势，在行业政策与市场环境持续更新变化的情况下，保

持对政策与市场的敏锐嗅觉，维持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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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477,639.40 255,684,422.53 11.98% 36.84% 53.84%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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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磺苄西林

钠 
385,964,652.87 163,284,456.59 57.69% 14.88% 49.25% -9.74% 

淀粉及淀粉囊系

列产品 
1,094,168,829.08 778,867,020.14 28.82% -2.67% 28.26%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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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期差错事项的原因 

2017年8月8日，尔康制药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2018年4月18日，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18〕2号)，根据该告知书的检查结论及公司自查，尔康

制药公司就下述事项对2015年度、2016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 

(一) 2015年度公司本部通过第三方供应商，间接向子公司湖南尔康（柬埔寨）投资有限公司的客户采购生产空心胶囊用

的改性淀粉，涉及的营业收入金额为1,805.89万元，成本金额为219.92万元。截至2015年末，前述改性淀粉尚未投入生产使

用并实现对外销售。公司未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将上述交易及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进行合并抵销，导致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分别虚增1,805.89万和219.92万元元，虚增净利润1,585.97万元，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 2016年度公司本部通过第三方供应商，间接向子公司湖南尔康（柬埔寨）投资有限公司的客户采购生产空心胶囊用

的改性淀粉，涉及的营业收入金额为22,931.59万元，成本金额为2,033.47万元。截至2016年末，前述改性淀粉尚未投入生产

使用并实现对外销售。公司未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将上述交易及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进行合并抵销，导致营业收入和营业成

本虚增22,931.59万元和2,033.47万元，虚增净利润20,898.11万元，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 2016年度公司向SYN PHARMATECH INC.（以下简称SYN公司）销售改性淀粉387.9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575.93

万元），由于与最终客户的要求存在质量差异，经协商后，公司同意SYN公司自行处置该部分货物，并由公司承担相应损失。

SYN公司于2017年4月处理完毕该批货物。但公司负责处理该事项的国际销售部门未及时将SYN公司的销售退回及其后续处

理的期后事项告知公司总部，导致公司财务部在2016年度未对上述事项作为期后销售退货进行会计处理，营业收入和营业成

本分别虚增2,575.93万元和248.60万元，虚增净利润2,327.33万元，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四) 其他 

因上述事项进行追溯调整，相应影响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和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异，影响净利润117.13万元，

影响其他综合收收益-98.83万元。 

二、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 
(一) 对2015年度财务报表的调整 

1. 合并报表层面将存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进行抵消。 

          借：主营业务收入           18,058,880.00  

          贷：主营业务成本            2,199,144.96  

          贷：存货                   15,859,7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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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2016年度财务报表的调整 

1. 合并报表层面将存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进行抵消。           

借：主营业务收入             229,315,853.50  

          贷：主营业务成本              20,334,723.32  

          贷：存货                     208,981,130.18  

2. SYN公司销售退回，冲减相应的营业收入和应收款项，并调减相应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借：主营业务收入           USD 3,879,360.00  

      贷：主营业务成本             USD 374,394.92 

      贷：应收账款               USD 1,764,000.00  

      贷：其他应付款             USD 1,740,965.08  

      借：资产减值损失            USD -176,400.00  

      贷：坏账准备—应收账款      USD -176,400.00 

三、前期差错更正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 对2015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1. 对2015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更正前金额 调整金额 更正后金额 

存货 565,962,184.31 -15,859,735.04 550,102,449.27 

未分配利润 1,125,427,214.43 -15,859,735.04 1,109,567,479.39 

2. 对2015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更正前金额 调整金额 更正后金额 

主营业务收入 1,755,998,915.76 -18,058,880.00 1,737,940,035.76 

主营业务成本 852,205,308.25 -2,199,144.96 850,006,163.29 

营业利润 646,289,636.96 -15,859,735.04 630,429,901.92 

利润总额 659,162,998.60 -15,859,735.04 643,303,263.56 

净利润 598,985,406.64 -15,859,735.04 583,125,671.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4,578,672.02 -15,859,735.04 588,718,936.98 

每股收益 0.29  0.29 

3. 对2015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更正前金额 调整金额 更正后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852,693,759.07 -18,058,880.00 1,834,634,879.0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52,687,421.68 -18,058,880.00 934,628,541.6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369,162.00 18,058,880.00 47,428,042.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6,979,297.51 18,058,880.00 155,038,177.51 

(二) 对201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1. 对2016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更正前金额 调整金额 更正后金额 

应收账款 238,657,039.45 -11,013,181.20 227,643,858.25 

存货 991,470,398.52 -224,840,865.22 766,629,533.30 

其他应付款 35,769,410.19 12,077,074.75 47,846,484.94 

其他综合收益 59,082,720.91 -988,250.97 58,094,469.94 

未分配利润 2,013,419,713.00 -246,942,870.20 1,766,476,842.80 

2. 对2016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更正前金额 调整金额 更正后金额 

营业收入 2,960,896,815.03 -255,075,191.84 2,705,821,623.19 

营业成本 1,550,759,401.00 -22,820,743.04 1,527,938,657.96 

资产减值损失 59,943,743.45 -1,171,313.64 58,772,429.81 

营业利润 1,056,013,453.10 -231,083,135.16 824,930,317.94 

利润总额 1,093,411,180.41 -231,083,135.16 862,328,045.25 

净利润 1,012,734,750.85 -231,083,135.16 781,651,615.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1,026,434,494.30 -231,083,135.16 795,351,3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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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每股收益 0.50 -0.11 0.39 

3. 对2016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更正前金额 调整金额 更正后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3,011,586,650.28 -240,876,035.72 2,770,710,614.5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2,053,041,272.83 -229,315,853.50 1,823,725,419.3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96,087,694.23 240,876,035.72 336,963,729.9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93,069,816.52 229,315,853.50 522,385,670.02 

（三）对2015年度、2016年度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的影响 

上述差错更正对尔康制药2015年度、2016年度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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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湖南尔康保健食品有

限公司 

投资设立 2017年11月   

2. 合并范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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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尔康湘药制药有

限公司 

注销 2017年12月27日 65,460.00万元 8,420.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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