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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绿康生化            公告编号：2019-014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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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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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20,000,000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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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康生化 股票代码 002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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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旸 林信红  

办公地址 浦城县南浦生态工业园区 19 号 浦城县南浦生态工业园区 19 号 

电话 0599-2827451 0599-2827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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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lkshdm@pclifecome.com lkshdm@pclifecom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兽药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业务范围涵盖兽用预混剂、兽用原料药、

兽用可溶性粉、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以及生物农药等多个领域，生产产品包括杆菌肽类产品、硫酸黏

菌素类产品、黄霉素类产品、纳他霉素、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混合型益生菌、苏云金杆菌系列

以及井冈霉素系列等。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变更。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为杆菌肽类产品，其主要包括杆菌肽锌预混剂和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预混剂，其

以药物饲料添加剂的方式用于下游畜牧业及养殖业，对促进畜禽生长和预防动物肠道疾病有很好的作用。 

公司在微生物发酵领域具有成熟经验，是国内杆菌肽类产品的主要生产商和出口商之一。公司是全球

少数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通过美国FDA现场审核的企业之一，此外，公司还获得了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预

混剂国内的新兽药注册证书、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国内的新兽药注册证书和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

国内的新兽药注册证书。公司生产的杆菌肽类产品销往北美、南美、东南亚等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并享有

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公司及子公司绿安生物的产品及其用途如下： 

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名称 用途 

杆菌肽类产品 

杆菌肽锌预混剂 用于促进牛、猪和禽的生长 

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预混剂 用于促进猪、肉鸡及肉鸭的生长 

杆菌肽锌原料药 作为杆菌肽锌制剂的原料药 

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 作为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制剂的原料药 

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 用于治疗产气荚膜梭菌所引起的肉鸡坏死性肠炎 

硫酸黏菌素类产品 

硫酸黏菌素预混剂 主要用于治疗敏感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牛、猪、鸡肠道感染 

硫酸黏菌素原料药 作为硫酸黏菌素制剂的原料药 

硫酸黏菌素可溶性粉 主要用于治疗猪、鸡革兰氏阴性菌所致的肠道感染 

黄霉素类产品 黄霉素预混剂 用于促进畜禽生长 

食品添加剂 纳他霉素 

用于干酪和再制干酪及其类似品，糕点，酱卤肉制品类，熏、烧、烤肉

类，油炸肉类，西式火腿类，肉灌肠类，发酵肉制品类，果蔬汁的防腐、

保鲜 

饲料添加剂 

枯草芽孢杆菌 
调节肠道微生物菌群平衡、增加抗病能力；提高饲料转化率、促进动物

生长；改善养殖环境，降低污染 

地衣芽孢杆菌 
调节肠道微生物菌群平衡、增加抗病能力；提高饲料转化率、促进动物

生长；改善养殖环境，降低污染 

混合型益生菌 
调节肠道微生物菌群平衡、增加抗病能力；提高饲料转化率、促进动物

生长；改善养殖环境，降低污染。 

生物农药 苏云金杆菌系列 

对茶毛虫、二代棉铃虫、松毛虫、菜青虫、小菜蛾、稻纵卷叶螟、烟青

虫、玉米螟、枣尺蠖具有杀灭和防治作用，以色列亚种对蚊（幼虫）有

防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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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霉素系列 农用抗生素，主要用于防治水稻纹枯病 

3、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公司严格按照兽药GMP规范进行生产，由各车间负责具体生产任务。公司在产品制造过程中，严格按

照工艺要求和产品质量规范进行生产，并对各个生产环节进行监控。公司会在每年年末根据下一年全球市

场的销售预测，对各种类产品排定年度生产计划。每月月末，结合当月各类产品库存情况以及未来订单情

况，调整各类产品下一月的生产计划。同时，公司对产品实行动态库存数据管理，设定不同的安全库存量，

如果某类产品低于安全库存量，公司将临时调整生产计划，优先满足该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2）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其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国外部分客户距离较远、规模

各异，为控制外销风险，扩大产品的全球覆盖面，公司外销采取直销和经销相结合的模式。公司国内销售

采用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模式。 

4、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兽药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全球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各国政府对兽药的监管力度也日趋严格。社会公众环保健

康意识的提高将驱使兽药行业的市场需求从传统追求“高效性”的单一目标逐渐转变为追求“高效性”、

“低残留”、“低毒性”、“停药期短”、“配伍量多”、“畜禽专用”等多元化目标。我国《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十

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等相关政策也鼓励兽药企业进行研发并生产高效、安全的兽药。在市场需求和

国家政策引导下，安全、高效、低残留的兽药将逐步取代安全性差、转化率低、残留率高的兽药市场份额，

并在畜牧业和饲料业中被大量推广使用，成为未来兽药市场的主流产品。 

（2）下游畜牧业和饲料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 

目前全球人口已经超过了70亿，而据联合国人口基金推测，2025年左右全球人口将达到80亿。 随着

全球人口的增长，对各种肉、蛋、奶类产品的需求也将进一步增加，这将促进下游行业畜牧业和饲料业持

续稳定的发展，这也为兽药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 

（3）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 

自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其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共囊括了

东亚、南亚、中亚、东南亚、西亚、东欧、大洋洲7个区域的65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3月，新西兰作为首

个西方发达国家与中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向地区和世界发出共同维护自由贸易的强烈信号。伴随着未来“一

带一路”战略进一步走向纵深，将会有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入到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来，“一带一路”将深

刻改变世界经济版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覆盖全球65%的人口、1/3的GDP以及25%的消费，大多都是新

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多年以来，公

司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业务往来频繁，发生业务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十多个国家，其中尤以东南亚

国家为主。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进，公司将利用现有优势，找准定位，扩大对外开放，推进转

型升级，寻求新的增长点，促进企业全面开放与快速发展。 

（4）公司自身的竞争优势 

公司长期专注于目前的产品领域，公司产品70%左右出口，是全球同类产品的主要制造商之一。主要

产品的销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长期专注所积累的宝贵行业经验，是公司不断前行的重要基础。经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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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努力，公司已成功积累了充足的技术储备、丰富的客户资源以及良好的市场口碑，并凝聚了行业内优秀

的技术、营销和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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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44,291,893.87 375,411,280.69 -8.29% 401,490,36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689,446.35 85,924,989.08 -13.08% 92,360,69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225,894.20 78,491,721.13 -30.92% 88,980,413.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697,141.30 96,109,559.05 -12.91% 135,407,947.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 0.78 -20.51% 1.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 0.78 -20.51% 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4% 15.77% -5.33% 35.1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802,418,344.36 756,245,017.73 6.11% 370,655,40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0,369,575.05 695,680,128.70 6.42% 271,338,16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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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33,016.72 78,713,111.80 85,601,718.51 90,644,04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60,694.94 22,767,648.87 18,352,475.69 15,008,62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019,533.71 13,994,148.69 16,356,760.65 8,855,45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01,523.19 19,521,990.15 19,813,808.33 25,459,8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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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7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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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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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怡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32% 36,378,000 36,378,000 质押 11,000,000 

合力（亞洲）投

資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20% 33,840,000 33,840,000   

福州市鼓楼区

富杰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05% 8,460,000    

上海康闽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4% 5,922,000 5,922,000   

福建梦笔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0% 5,400,000 5,400,000   

翁如山 境内自然人 0.40% 483,600    

张冰飞 境内自然人 0.25% 298,800    

胡亦对 境内自然人 0.24% 288,000    

戴岳岗 境内自然人 0.18% 221,300    

陈昭 境内自然人 0.16% 19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赖潭平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康怡 98%的股权，持有公司股东梦笔投资 29.57%的股份，

同时担任梦笔投资的执行董事。赖建平先生为赖潭平先生之胞弟，其持有公司股东上海康闽

71.43%的股份、梦笔投资 3.30%的股份。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互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翁如山通过人民币普通账户持股 3400 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480,200 股，；合计持股 483,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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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1、经营业绩方面 

2018年，全球经济遇到的风险和困难逐步增多，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通胀上升，紧缩货币政策周期

开启，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 

国外市场方面，受到汇率因素以及市场竞争因素的影响，外销产品的价格有所下降，外销收入较上年

同期下滑约5.16%；国内市场方面，2018年受到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养殖行业生猪（母猪）存栏进一步

降低，下游养殖及饲料行业比较艰难，对国内销售带来一定的压力，内销收入较上年同期下滑约14.96%，

公司2018年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344,291,893.87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74,689,446.3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08%，主要是因为较上年同期营业收入下降所致；受产品价

格下降因素影响，公司2018年全年整体毛利率为34.54%，较上年同期减少5.91个点。 

2、经营战略方面 

上市后，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一直在不懈努力，积极发展主业并探索更加多元化的发展道路，谋求公

司新的业绩增长点，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积极的推进“内生+外延”的发展战略。 

内生增长方面，公司将紧跟国内外兽药法规变化及行业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对杆菌肽类等现有品种

的研发和改进，进一步扩大杆菌肽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行业领先优势，提升生产能力及研发能力，满足

未来的市场需求。同时，为丰富产品结构，提高抗市场风险能力，公司将重点开发“安全、高效、低/无

残留、畜禽专用”等绿色健康的其他兽药产品。 

报告期，公司与Pharmgate签署的有关亚甲基双水杨酸杆菌肽产品独家供应的合作协议已启动，公司

已向其独家供应该产品用于销往美国市场；公司获得混合型饲料添加剂（枯草芽孢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

的生产许可证及批准文号、获得黄霉素预混剂的兽药GMP证书和生产许可证、通过澳大利亚GMP现场检查等。 

外延发展方面，2017年11月，公司成立了全资子公司绿康（平潭）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拟利用该平台

围绕“大健康战略”以及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相关的行业，通过参与产业并购基金运作、股权投资等资本运

作模式，拓展业务领域，有效进行资源整合，形成驱动公司发展新的动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为推动公司在大健康领域的战略布局，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绿

康平潭使用人民币4,600万元自有资金与其他几家专业机构共同发起设立医药产业基金，绿康平潭为有限

合伙人，投资基金将重点投向高成长性的、具备较高投资回报潜力的大健康项目。  

2018年4月，产业基金以人民币2,500万元增资拓新生物，投资完成后，产业基金占拓新生物25%的股

权。拓新生物是一家临床阶段的生物制药公司，专注于开发和商业化CAR-T细胞产品等新型癌症免疫治疗

产品，旨在利用患者自身免疫系统的力量来靶向和杀死癌细胞（公告编号：2018-043号）。 

2018年5月，产业基金以人民币16,182万元获得嘉和生物5.22%股权。嘉和生物是一家集研发与生产一

体化的生物制药企业，致力于抗体药物与其他新型生物药物的研发和产业化。自2007年成立以来，经过十

多年快速发展，现已成为国内聚焦于单抗药物研发和产业化，研发管线相对丰富，平台硬件和人才团队相

对丰富的抗体药物开发公司（公告编号：2018-049）。 

2018年10月，因战略规划与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以自有资金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绿康香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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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搭建国际业务平台、加快公司的国际化进程，借以实现外延式发展（公告编号：2018-075）。 

3、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方面 

截至目前，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为： 

（1）公司结合目前“2,400吨/年活性杆菌肽系列产品扩建项目”的实际情况，对该项目的实施地点

及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调整前后实施地点都位于浦城工业园区浦潭产业园片区，本次仅对

实施地块调整，新的实施地块在地理位置、交通便利程度以及为公司今后发展预留空间等方面都优于原实

施地块，更有利于募投项目建设的顺利开展及公司长远规划。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整个浦潭产业园园区供

热效率、节能减排以及从经济效益出发，园区拟按照“热电联产，以热定电”的原则，新建热电联产机组

作为集中供热热源点，并委托绿康生化建设，因此，“2,400吨/年活性杆菌肽系列产品扩建项目”的实施

需建立在上述热电联产项目的基础上（公告编号2018-064号）。目前热电联产建设项目建设前期工作正在

有序推进中。  

（2）公司另一募投项目技术中心扩建项目于2017年5月16日举行了开工仪式，正式开工建设，目前外

部主体工程建设已经完工。 

（3）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经实施完毕。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正常开展的前提下，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使用3亿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保本承诺、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的理财

产品，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18-024号

和2018-048号）。 

4、其他项目建设方面 

公司拟采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在浦城浦潭产业园区热电联产一期地块投资建设热电联产项目，项目

总投资约为20,117万元，本次投资项目生产的热力及发电量除满足自用需求外，其他部分对外出售。本次

投资一方面可以确保公司用热质量稳定，降低用电成本，有利于提高公司经济效益，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

发展空间，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将为公司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及未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供有力保障；另

一方面可以满足浦城工业园区浦潭工业园热负荷不断增长的需求，提高工业园区集中供热能力，促进节能

减排。 

浦潭园区热电联产专项规划已于2018年7月获得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复，公司《关于申请浦城工

业园区浦潭工业园热电联产项目核准的请示》已于2019年1月获得福建省发改委的批复，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1月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建设热电联产项目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9-004号），截至目前，热电联产项目正在办理安全生产、环评等报建手续。   

5、公司治理及股东回报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 11 次董事会、8 次监事会及 2 次股东大会。 

2018年5月16日，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以总股本

12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元现金（含税），共计派发3,000万元现金股利，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8年6月11日，公司实施完成了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 

2019年4月1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现有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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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12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元现金（含税），共计派发3,000万元现金股利，不

送股，不转增，该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最近三年（2015年度至2017年度）累计实施现金分红12,000万元，占最近三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累计净利润的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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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杆菌肽类产品 301,554,472.52 111,269,557.10 36.90% -12.05% -24.41%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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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

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

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

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

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

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

“ 应 收 票 据 及 应 收 账 款 ” ， 本 期 金 额

57,059,822.24元，上期金额58,795,777.65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

“ 应 付 票 据 及 应 付 账 款 ” ， 本 期 金 额

30,483,459.59元，上期金额32,110,220.08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0.00元，上

期金额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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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0.00元，上

期金额0.00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0.00元，上期

金额0.00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0.00元，上期

金额0.00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0.00元，上

期金额0.0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

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

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14,566,625.09

元，上期金额14,106,896.10元，重分类至“研

发费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

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

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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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1月9日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绿康香港有限公司，故将其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 不适用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0.00% 至 -30.0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928.03 至 1,299.25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856.0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较去年同期，2019 年大客户硕腾采购计划变化较大，导致本年一季度

销售同比较大下降； 

2、较去年同期，2019 年 3 月份有停产检修，导致产品生产成本上升。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赖潭平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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