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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7                            证券简称：尔康制药                            公告编号：2015-085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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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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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帅放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振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曲曲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尔康制药 股票代码 30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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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31-83282597 0731-83282597 

传真 0731-83282705 0731-8328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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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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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779,328,211.55 707,557,167.11 1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284,932,783.09 139,208,681.71 10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79,172,952.65 137,755,508.07 10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398,589.38 -7,545,499.90 834.1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607 -0.0166 4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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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5 10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5 10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7% 10.09% 6.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5.94% 9.99%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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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6,570,207.54 2,220,553,960.84 3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1,897,113,143.73 1,621,723,439.03 1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0803 3.5683 -41.70%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357.1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812,531.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81,991.1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22,998.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051.35  

合计 5,759,830.4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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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8% 447,574,016 335,680,512 质押 197,600,000 

湖南帅佳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71% 115,925,502 0 质押 69,550,000 

曹泽雄 境内自然人 4.18% 38,154,946 0 质押 38,154,000 

中国建设银行－

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51% 32,000,000 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邮战

略新兴产业股票

其他 2.05% 18,657,2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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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邮核

心竞争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9% 10,876,756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邮信息产业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8% 7,999,812 0   

中国农业银行－

华夏复兴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7,800,000 0   

曹再云 境内自然人 0.85% 7,729,508 5,797,130   

中国建设银行－

华夏优势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6% 6,007,79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帅放文先生与曹再云女士为夫妻关系；曹再云女士为湖南帅佳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曹再云女士与曹泽雄先生为姐弟关

系。除前述情况外，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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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上半年，公司按照年初董事会制定的发展规划和经营目标，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加大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新

产品药用淀粉及淀粉植物胶囊产品推广较为顺利，为上半年利润增长做出贡献。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9,328,211.55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14%，实现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284,932,783.09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4.68%。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1.优化传统业务 

原辅料药方面，公司坚持“大品种做规模、小品种做利润”的战略方针，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成品药

方面，公司积极跟进药品招投标工作，注射用磺苄西林钠1克、2克、4克三个规格产品均在2015年湖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县级

及县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用药以及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基药）中标，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2.拓展新型业务 

公司引进“互联网+”创新业务模式，计划投资建设药用辅料行业互联网交易服务平台。2015年6月，公司通过承办由全国

医药市场协会药用辅料技术推广委员会（cpec）主办的中国药用辅料行业“互联网+”战略与实践高峰论坛暨《药用辅料互联

网交易与服务平台》发布会，与行业专家、同行企业共同探讨药用辅料综合运营解决方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公司积极开拓淀粉植物胶囊的应用领域，公司生产的淀粉植物胶囊除了在药品和保健品行业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之外，

还能广泛运用于食品行业，可应用于28类食品中的19个类别，为诸多食品提供优良的包装解决方案。2015年5月，公司淀粉

及淀粉制品已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为公司淀粉空囊产品进军食品领域的中长期规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5年7月，公司

承办了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办的全球首创淀粉空囊产品推介会，希望通过淀粉空囊的推广，加强今后与各大食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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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深度合作，共同创造食品新业态、引领消费新模式。 

3.提升研发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获得专利授权共计2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19项。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申请专

利共计40项，目前处于受理状态。 

4.推进再融资项目 

2015年7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5年8月10日，公司已收到

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908号）。 

5.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2015年4月2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133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内可行权总数量为2,986,572股。截至本报告披露日，133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内可行权数

量2,986,572股已全部行权完毕。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分行业       

医药制造业 779,328,211.56 338,689,266.03 56.54% 10.14% -25.57% 20.85% 

分产品       

淀粉系列产品 161,016,294.82 36,329,508.15 77.44% 612.76% 111.83% 53.35% 

药用蔗糖 119,288,056.26 94,716,936.12 20.60% -49.26% -55.27% 10.68% 

注射用磺苄西林

钠系列 
108,138,452.08 25,305,887.95 76.60% -36.59% -55.58% 10.00% 

淀粉囊系列产品 100,675,546.29 14,708,916.23 85.39%    

分地区       

华中地区 112,568,153.54 38,426,635.30 65.86% 93.33% 19.43% 21.13% 

华东地区 153,895,348.19 81,316,068.33 47.16% 50.44% 27.79% 9.36% 

华南地区 240,212,935.72 133,654,761.36 44.36% -41.45% -50.86% 10.67% 

海外地区 143,781,479.08 22,304,905.72 84.49% 429.39% 17.31% 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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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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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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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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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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