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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0                         证券简称：启迪古汉                          公告编号：2018-035 

启迪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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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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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迪古汉 股票代码 00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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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定兴 颜立军 

办公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高新区杨柳路 33 号 湖南省衡阳市高新区杨柳路 33 号 

电话 0734-8239335 0734-8239335 

电子信箱 stocks@guhan.com stocks@guha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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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0,757,286.05 159,936,366.46 -3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54,831.96 13,971,049.44 -7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33,384.80 11,497,278.19 -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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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19,584.51 -70,281,894.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4 0.0618 -76.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4 0.0618 -76.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4.4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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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683,695.17 873,736,015.88 -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6,785,984.92 583,331,152.96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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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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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41% 70,432,904 5,380,000   

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家 15.84% 37,935,831 0 质押 18,1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环保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7% 5,200,061 0   

嘉实元安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70% 4,065,518 4,065,518   

张蕴 境内自然人 1.55% 3,700,000 0   

张良 境内自然人 1.43% 3,43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

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6% 3,019,459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3% 2,703,731 0   

上海元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5% 2,280,000 0   

衡阳弘湘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0% 2,150,000 2,1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两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一致行动人。衡阳弘湘国

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第二大股东衡阳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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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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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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类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及医药新政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075.73万元，同比下降3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5.48万元，同比下降75.27%。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如下： 

（1）产品销售方面：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公司采取一些应对措施，通过电视、互联网、微信、官网等媒体广告，以

及开展一些促销活动，加强产品宣传力度，优化市场布局，加强营销队伍建设，做实基础市场，努力巩固产品市场占有率。 

（2）生产质量方面：通过优化生产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运行成本；加强对生产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和质量

控制；严格执行大宗原料招标采购制度，加强产地化采购、季节性采购，保证原辅材料质量，降低采购成本；加强安全生

产管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3）内控管理方面： 公司坚持依法治企，充分保障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根据公司发展

需要，按照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要求，进一步梳理公司决策层、经营层、监督层的关系，进一步强化董事会的经营决策

权。公司内控机制建设，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相关规定要求，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公司内

控管理制度，确保规范运作；进一步优化授权管理体系，提升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4）人才培养与引进方面：公司通过内部业务轮岗、挂职锻炼、多层次业务培训等方式，有力、有效地推动创新意识、

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5）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定期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和审计，积极推进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报告期内，募投项目固体综合制剂车间、综合提取车间已基本完成上

半年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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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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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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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5家，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表决权比例

（%） 

启迪古汉集团衡阳中药有限公司 境内非金融企业 衡阳市 医药制造 10,000.00 100 100 

紫光古汉集团衡阳制药有限公司 境内非金融企业 衡阳市 医药制造 1,000.00 100 100 

衡阳古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境内非金融企业 衡阳市 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7,800.00 100 100 

衡阳古汉健康产业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金融企业 衡阳市 医药咨询 300.00 100 100 

衡阳古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金融企业 衡阳市 网络信息咨询 2,890.13 100 100 

报告期内（2018年4月）启迪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启迪古汉集团衡阳中药有限公司转让合并范围内的另

一全资子公司湖南古汉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南古汉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成本800,000.00元，转让价800,000.00

元。自2018年4月湖南古汉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纳入启迪古汉集团衡阳中药有限公司合并范围，本次转让对合并报表无影

响。2018年5月29日公司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湖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0,000.00元,截至中报披露日，尚未投入

资金。 

 

启迪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书贵 

                                                 2018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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