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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05                           证券简称：九典制药                           公告编号：2020-038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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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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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典制药 股票代码 3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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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 曾蕾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天路 28 号金瑞麓谷科

技园 A1 栋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天路28号金瑞麓谷科技

园 A1 栋 

电话 0731-82831002 0731-82831002 

电子信箱 jiudianzhiyao@163.com jiudianzhiyao@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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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292,464.63 426,137,951.80 -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822,002.07 28,520,688.81 1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7,339,148.19 27,023,622.13 1.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532,296.22 -2,463,480.01 2,151.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2% 3.90%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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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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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594,612.07 1,072,099,019.48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6,244,448.19 761,870,926.12 3.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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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志宏 境内自然人 37.16% 87,210,000 87,210,000   

段立新 境内自然人 17.53% 41,136,432 41,136,432 质押 15,400,000 

长沙旺典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1% 6,603,900 0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聚

信价值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73% 6,397,200 0   

谢艳萍 境内自然人 1.45% 3,400,000 0   

国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社保基

金四二一组合 

其他 1.10% 2,574,200 0   

郑霞辉 境内自然人 0.99% 2,322,321 1,741,741   

朱志云 境内自然人 0.93% 2,185,714 2,185,714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国

泰鑫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5% 2,0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国

泰金牛创新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8% 1,6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上述股东中，朱志宏与朱志云系兄妹关系。 

（2）公司未知除上述股东外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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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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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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化危机为机会，公司上下攻坚克难、迎难而上，持

之以恒做好疫情防控，全面有序恢复经营，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保持了公司长远稳健发展的良好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39,329.2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71%，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公司生产、销售、物流

配送、药品终端需求等受到一定影响，销售订单减少或延后, 二季度国内疫情得到控制，销售市场逐步回暖，但公司营业收

入总体仍有所下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82.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08%，主要是因为公司前期投入的生产

线逐步产能释放及产品结构调整使毛利率高的产品在收入结构中占比提高所致。 

（一）以营销为中心，全力筑牢发展基石 

上半年，受疫情和外部环境叠加影响，制剂业务受到不同程度冲击，为对冲疫情影响，公司及时组织了各大区市场调研

会，研判疫情，调整战略，精准把握，坚持“稳”字当头，在全力稳住基本盘的基础上，谋求进一步发展。在克服重重困难后，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9,329.25万元，其中药品制剂实现收入30,825.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44%；原料药实现收入

4,002.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29%；辅料实现营业收入2,823.1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8.09%；提取物及其他实现收入

1,607.3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5.04%。辅料营业收入下降较多是因为公司调整了产品结构，降低了低毛利辅料产品的销售。 

（二）以研发为驱动，全力提升产品优势 

药物研究院作为公司创新的驱动机，以改良型新药、高难度仿制药研发为重点，从仿制药逐步向改良型新药、创新药转

型。上半年取得临床试验通知书1个；注册申报原料药、制剂项目5个；完成了2个项目的动态核查；获得国家专利授权22项，

其中发明专利1项；完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等项目的申报；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位博士中期

考核获评优秀，两位博士成功进站开题。 

（三）以销售为导向，全力确保安全生产 

上半年完成了十四车间建设工程，确定了新外用制剂车间平面布局图及设备清单，供应商平台成功上线运行，重点加强

了主要物料的供应链建设。疫情期间，供应部积极作为，生产物料及时采购到位；上半年浏阳生产中心各类产品生产安排合

理，确保了公司在销产品的合理库存；安全、环保设施平稳运行，上半年无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四）以服务为重点，全力夯实合规基础 

1、推进制度化管理、流程化、信息化建设。上半年完善了一系列公司制度及部门制度，完成了业务与财务一体化系统

上线、优化调整，梳理OA审批权限，进一步完善了工程项目、研发项目立项审批流程设定。  

2、加强了财务管控，严格控制预算。组织了货币资金内控审计、采购与付款循环审计、合同管理情况审计、关联交易

内部专项审计和授权管理专项审计；完成了2019年年报披露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报，定期召开成本分析

会议，规范了销售推广费支付方式和合作研发等新业务核算体系。  

3、强化培训学习，不断加强队伍建设。积极宣贯公司企业文化，弘扬核心价值观；强化了九典视界的推广使用，严格

要求各部门学习行业动态和专业知识，每月统计使用情况；组织线下业务培训79场，提升了员工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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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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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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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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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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