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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7                           证券简称：尔康制药                           公告编号：2020-079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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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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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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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jish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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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202,263,533.30 1,350,909,117.03 1,350,909,117.03 -1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152,650.32 130,425,388.99 129,225,388.99 -4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52,319,338.44 124,544,194.83 123,344,194.83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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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6,755,593.14 34,949,797.04 34,949,797.04 -1,235.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1 0.0632 0.0627 -48.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1 0.0632 0.0627 -48.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2.30% 2.28% -1.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876,561,955.44 6,143,768,563.96 6,218,281,217.96 1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39,912,817.39 5,758,877,787.68 5,818,987,557.59 -1.36% 

注：2020 年 5 月 8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5,800 万元收购河南豫兴康制药有限公

司持有的武陟维尔康 100%股权，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故对比较期间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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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664,800 

湖南帅佳投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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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93,131,548 

夏哲 境内自然人 2.36% 48,665,774 0 质押 46,565,774 

张文兵 境内自然人 0.99% 20,442,200 0   

刘波 境内自然人 0.82% 16,819,700 0   

杜众乐 境内自然人 0.73% 15,133,920 0 质押 11,700,000 

贺智华 境外自然人 0.38% 7,866,000 0   

徐良国 境外自然人 0.35% 7,275,100 0   

潘文波 境外自然人 0.34% 7,019,06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帅放文先生与帅佳投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曹再云

女士为夫妻关系。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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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张文兵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442,2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0,442,200 股； 

股东刘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819,7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819,700 股； 

股东杜众乐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998,02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135,9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133,920 股； 

股东潘文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5,2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6,953,867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019,067 股。 

注：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9,999,970 股，在“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股

东持股情况”中排第六位，在“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中排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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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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医药行业仍处于产业升级变革调整期，受医保目录调整、市场行情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根据下游客

户的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企业复工时间普遍延迟，物流受到一定限制，公司生产经营计划受到一定影

响，报告期内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0,226.3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1.00%，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15.2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8.81%。 

（1）业务开展情况 

①药用辅料 

报告期内，公司药用辅料实现销售收入93,531.2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40%。 

受客户需求调整等因素影响，公司药用溶剂中毛利率较高的产品销售占比有所提升，报告期内公司药用溶剂实现销售收

入8,629.0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4.21%；公司持续加大改性淀粉及淀粉囊系列产品的国内外市场拓展，历次淀粉胶囊全球

技术峰会的宣传和推广初具成效，虽然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销售未达预期，但海外销售仍然实现一定程度增长，报告期内公

司改性淀粉及淀粉囊系列产品实现销售收入2,522.1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0.80%。 

受疫情影响，上下游企业复工延迟，物流受阻，报告期内公司普通淀粉、药用稳定剂、药用蔗糖系列产品的销售收入较

去年同期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普通淀粉实现销售收入55,329.9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95%；药用稳定剂实现销售收

入11,683.8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3.63%；药用蔗糖系列产品实现销售收入7,290.6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8.69%。 

②原料药 

报告期内，公司原料药实现销售收入16,969.8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4.05%。 

公司围绕“原辅料+制剂”一体化商业生态，大力推进产业链升级，同时以产品品类与质量优势为依托，推动多个优势品

种海内外市场拓展，公司原料药产品自2019年以来呈现较好的增长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原料药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14.05%。 

③成品药 

报告期内，公司成品药实现销售收入5,192.93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3.06%。 

公司注射用磺苄西林钠于2019年8月被调出2019年版国家医保目录，加上疫情影响，报告期内注射用磺苄西林钠实现销

售收入883.4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4.76%；公司加大力度推动成品药业务转型，一方面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另一方面充分

挖掘拥有的产业链资源优势，运用多种商业合作模式，持续推进“原辅料+制剂”一体化商业生态，报告期内其他成品药实现

销售收入3,242.0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3.87%；另外，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中成药销售收入1,067.39万元。 

④其他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业务实现销售收入4,532.3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47.52%。 

受疫情影响，市场对消毒产品的需求量加大，公司及子公司湘易康积极安排75%乙醇消毒液的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乙

醇消毒产品实现销售收入3,111.71万元。 

（2）对外投资情况 

①2020年1月，经公司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000万元在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设立全资子公司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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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公司拟借助政府部门相关政策支持，打造国际贸易平台。2020年1月10日，绿生源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②2020年2月，经公司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自有资金405.21万元收购光宇利民51%股权，光宇利民成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本次收购为公司整合资源、拓展中医药业务迈出的第一步，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中药材、中药用辅料、

药品的研究。 

③2020年3月，经公司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尔康置业。截至本报告期

末，尔康置业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④2020年5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自有资金5,800万元收购武陟维尔康100%股权。本

次股权收购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原料药及成品药品种，完善产品结构，拓展客户群体，扩大市场规模，培育新的业绩增长

点，推进公司“原辅料+制剂”一体化商业生态。 

（3）研发工作 

①关于药用辅料、原料药与药品制剂共同审评审批工作的开展情况 

公司利用已有原辅料批文及技术优势，积极开展相关品种的质量研究和稳定性考察，与客户沟通了解其需求，开具相关

品种的授权使用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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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知识产权相关工作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拥有169项授权专利，包括158项国内专利、11项国外专利。公司获得的授权专利涉及领域包括

淀粉囊、柠檬酸酯、传统辅料、抗菌防腐类原料药等，相关专利的取得，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结构体系，增强对

核心技术的保护，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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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公

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收入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

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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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将西藏昌都光宇利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绿生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湖南尔康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武陟维尔康生化制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1、2020年1月，使用自有资金1,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绿生源。 

2、2020年2月，公司使用用自有资金405.21万元收购光宇利民51%股权，光宇利民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3、2020年3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尔康置业。 

4、2020年5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金5,800万元收购武陟维尔康100%股权，武陟维尔康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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