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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7                           证券简称：尔康制药                           公告编号：2021-046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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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32,432,663.23 1,202,263,533.30 -3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286,458.37 66,152,650.32 5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9,417,356.64 52,319,338.44 7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7,267,075.66 -396,755,593.14 139.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1 0.0321 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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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1 0.0321 56.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 1.14%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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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574,278.72 6,546,796,225.98 -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64,353,978.21 5,766,463,090.69 -0.0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6,0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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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帅放文 境内自然人 41.38% 853,574,906 641,00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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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73,648,948 0 质押 73,144,048 

夏哲 境内自然人 2.19% 45,071,174 0 质押 44,862,100 

张文兵 境内自然人 0.98% 20,119,200 0   

湖南尔康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0.97% 19,999,970 0   

刘波 境内自然人 0.80% 16,555,300 0   

贺智华 境内自然人 0.38% 7,866,000 0   

徐良国 境内自然人 0.35% 7,275,100 0   

潘洁 境内自然人 0.32% 6,56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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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为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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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2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0,1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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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55,3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555,300 股； 

股东潘洁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9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553,22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568,12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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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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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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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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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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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万元在柬埔寨投资建设磺胺项目，项目建设

主体为柬埔寨尔康。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充分挖掘产业链优势，在原料药领域推行特色布局。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已投产。 

2、2020年5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孙公司凤凰实业计划使用自筹资金18,040.25万元人

民币在柬埔寨投资建设年产1万吨间苯二胺项目。本次项目建设，有利于公司丰富产品线，延伸原料药产业链，进一步降低

公司原料药生产成本，保障原料药中间体稳定供应。截至报告期末，前序工段已完成安装、调试，根据试生产情况进行整改。 

3、2020年10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孙公司凤凰实业以自筹资金9,450万元投资建设间

苯二酚等产品项目，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相关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生产包括间苯二酚、磺胺甲噁唑等产品。该项目的建设，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深化落实战略布局、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已完成土建、主体设备

安装。 

4、2021年1月，经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自有资金500万元在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岳阳片区设立

全资子公司尔康商贸，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销售，淀粉及淀粉制品、保健品、食品、预拌粉等批发。2021

年1月18日，尔康商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5、2021年1月，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尔康与自然人陈菂先生共同出资，在江苏

省连云港综合保税区设立控股子公司江苏素康，注册资本3,500万美元，香港尔康持股比例为99%。公司计划利用产业及政

策优势，借助连云港综保区优越的港口航运物流及保税加工优势，充分发挥自身研发优势，投资建设多用途大辅料等产业化

项目。2021年1月15日，江苏素康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经公司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自然人陈菂先生共同出资设立素康商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为99%，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食品经营、保健食品生产和销售、药品生产和零售、粮食加工食品生产等。2021年1月22日，素

康商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6、2021年4月，经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孙公司凤凰实业使用6,500万元自有资金在柬埔寨投资建设粘合

剂项目，该项目产品用途广泛，为公司现有产业链的延伸；使用7,000万元自有资金在柬埔寨投资建设基础化工项目，该项

目主要为其他项目生产提供基础化工原料、保障相关项目原料的稳定供应，促进相关项目顺利实施和运营。截至本报告期末，

两个项目处于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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