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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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康生化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868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狄旸

办公地址

浦城县南浦生态工业园区 19 号

电话

0599-2827451

电子信箱

lkshdm@pclifecome.com

证券事务代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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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168,046,128.52

上年同期
186,264,618.6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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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328,343.81

46,756,439.22

-1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9,013,682.40

44,535,483.51

-34.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423,513.34

41,723,226.05

-7.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49

-3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49

-3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7%

13.13%

-7.3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757,780,734.72

756,245,017.73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7,008,472.51

695,680,128.70

1.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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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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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力（亚洲）
境内非国有
投资有限公
法人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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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上海康闽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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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

442,800

0

张冰飞

境内自然人

0.25%

298,800

0

周梅英

境内自然人

0.24%

291,782

0

郭锦堂

境内自然人

0.20%

243,483

0

戴岳岗

境内自然人

0.18%

221,300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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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如山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42,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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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经营业绩方面
2018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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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较2017年有所弱
化，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利因素增多。
国外市场方面，主要受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因素的影响，外销产品的价格有所下降，外销收入较上年
同期下滑约8.27%；国内市场方面，养猪行业不景气、猪价长期低位、存栏数减少等因素对公司的内销收
入构成了压力，内销收入较上年同期下滑约13.01%，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68,046,128.52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328,343.81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61%，主
要是因为较上年同期营业收入下降所致；受产品价格下降以及部分化工原材料（硫酸锌、水杨酸等）价格
上涨等因素影响，公司2018年上半年整体毛利率为35.45%，较上年同期减少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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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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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产业基金取得了由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的营业执照（公告编号：2018-007
号）。
2018年4月8日，产业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取得了《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证明》（公告编号：2018-021号）。
2018年4月，产业基金与福州拓新天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新生物”）签署了增资协议并
完成了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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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基金与嘉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生物”
）股东石河子安胜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了转让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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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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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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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康生化负责实施的园区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系统建设项目的前置报批程序也正在有序推进中。
综上，公司经过审慎的研究论证并结合实际情况，为了更好的实施募投项目，为募投项目以及公司的
后续发展预留空间，实现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决定调整“2,400吨/年活性杆菌肽系列产品扩建
项目”实施地点并将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并延期
完成事宜已于2018年8月24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
均发表同意意见，具体情况请参见《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并延期完成的公告》
（2018-064）。后
续进展请留意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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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治理及股东回报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五次董事会、三次监事会及一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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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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018年6月11日，公司实施完成了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公司自2017年5月上市以来累计现金分红6,000
万元。
2018年5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选
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的议案，完成了公
司专门委员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完成了公司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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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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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赖潭平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