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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7                              证券简称：尔康制药                            公告编号：2018-059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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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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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31-83282597 0731-8328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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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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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548,927.69 1,595,198,979.70 -3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1,439,906.87 422,673,925.29 -4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08,331,687.83 392,015,568.39 -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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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0,626,868.32 440,456,232.41 -68.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1 -47.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1 -47.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4% 7.87%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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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6,734,755.88 5,720,067,519.74 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62,170,569.72 5,366,689,675.21 3.6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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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放文 境内自然人 41.44% 854,673,006 641,004,754 质押 723,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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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231,851,004 

彭杏妮 境内自然人 4.52% 93,131,548 93,131,548 质押 93,131,500 

曹泽雄 境内自然人 2.77% 57,236,642 42,92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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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8% 34,689,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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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达宏利基金－

工商银行－彭文

剑 

其他 1.13% 23,282,888 23,282,888   

华信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华信信

托·盈泰 66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08% 22,311,400 0   

泰达宏利基金－

工商银行－孙麟 
其他 0.79% 16,298,020 16,29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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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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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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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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受医药行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配套政策不完善以及环保监管力度增强等因素影响，2018年上半年公司业绩较去年同

期有所下滑。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8,554.8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8.22%。 

（一）业务开展情况 

1、药用辅料 

受药品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影响，整个医药行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都在发生重大调整，下游制剂企业

对药用辅料的需求发生变化。2018年上半年，药用氢氧化钠实现销售收入8,465.7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49.75%，加上较

去年同期新增的心脑血管类辅料实现销售收入8,371.09万元，药用氢氧化钠、心脑血管类辅料产品延续2017年下半年的增长

趋势，使得公司药用稳定剂实现销售收入25,512.6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7.44%；2018年上半年药用溶剂实现销售收入

8,977.92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0.64%；2018年上半年蔗糖系列产品实现销售收入6,173.0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0.19%。 

另外，受大宗商品价格及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木薯淀粉价格上涨，导致公司普通淀粉市场竞争力减弱、销量下降，2018

年上半年普通淀粉实现销售收入16,210.53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5.19%；客户受舆论影响对改性淀粉和淀粉囊系列产品的

观望态度加强，同时国内医药行业配套措施尚未完善，公司改性淀粉及淀粉囊市场拓展不及预期，2018年上半年改性淀粉和

淀粉囊系列产品实现销售收入4,541.0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5.37%。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药用辅料实现销售收入73,556.9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2.22%。 

2、成品药 

受“限抗令”、部分地区限制门诊输液等政策影响，2018年上半年公司注射用磺苄西林钠实现销售收入16,528.53万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10.82%；2018年上半年公司其他成品药实现销售收入4,053.7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5.42%，主要原因在于受

两票制政策落地实施、医药流通行业整合的影响，2018年上半年公司医药流通领域成品药实现销售收入172.43万元，较去年

同期下降94.11%。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成品药实现销售收入20,582.2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7.05%。 

3、原料药 

受环保政策影响，监管部门对上游原料药行业的督查力度进一步加强，2018年上半年公司对部分生产线进行环保改造和

调整，加上子公司湘易康为开展美国FDA认证的准备工作，对部分生产线提质改造，上述原因导致2018年上半年公司原料药

实现销售收入3,738.3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7.33%。 

（二）研发工作开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金额为2,685.59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8.58%，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医药行业上下游的供求关

系发生较大变化，发展趋势尚待明确，短期内公司暂时调整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研发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关于原料药、药用辅料与药品制剂共同审评审批工作的开展情况 

2017年12月4日，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总局关于调整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审评审批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146

号公告”），将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由原来的“单独审评审批并发放批准文号”改为“与药品制剂共同审评审批并发放登

记号”。公司利用已有原辅料批文及技术优势，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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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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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52个辅料品种已与恒瑞医药、海正药业、齐鲁制药等111家制剂生产企业开展共同审评审批工

作，涉及到212个成品药品种（包括他达拉非口溶膜等新型口溶膜剂5个，注射用帕瑞昔布钠等注射剂110个，吉非替尼片等

口服制剂74个，溴芬酸钠滴眼液等眼用制剂3个，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等吸入制剂6个、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等外用制剂

1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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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完善药用辅料评价体系、推动标准提升的职责。2018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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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硬脂酸、乙二胺、十六醇、十八醇、十六十八

醇、甘油、甘油（供注射用）7个药用辅料品种的标准修、制订工作，并就“溶出度与释放度测定法往复筒法的建立研究”课

题进行立项。 

3、知识产权相关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15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3项，实用新型2项，主要涉及领域包括淀粉囊、柠檬酸酯、传统辅料等

的相关技术，上述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壁垒，增强对公司核心技术的保护，加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行业发展情况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医药行业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涵盖了医药、医疗、医保以及流通四大领域下几乎所有细

分领域，行业整体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处于调整升级阶段。在医保控费、药品招标降价趋势不变的市场环境下，公立医院改

革、分级诊疗、医院控制药占比、两票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一系列政策深入实施，给药品生产经营带来一定压力，并沿

产业链向上游供给端传递，使得公司部分业务受到一定影响。另外，受环保政策影响，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且存在原材料

供应商无法持续、稳定供货的风险，为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有效控制成本，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对部分原材料的储备。公

司密切关注政策变化的同时，还将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进一步丰富产品品种、优化产品结构，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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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内容如下：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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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执行 

变更原因和日期：财政部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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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根据准则，公司对该准则施行日存在

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②《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执行 

变更原因和日期：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已在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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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同意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前期差错更正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出具《关于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5日对外披露的《关于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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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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