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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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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尹国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科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肖拥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尹聃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713-5072024 

传真 0713-5072024 

电子邮箱 831265@hbhypharm.com 

公司网址 http://www.hbhypharm.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湖北省罗田县凤山镇经济开发区宏源路 8 号，邮政编码

为 4386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631,212,852.83 1,621,572,134.87 0.5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7,833,674.84 612,769,544.12 51.4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63 1.74 51.4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8.24% 58.62%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3.12% 6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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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574,411,446.80 1,329,053,002.04 18.4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4,402,755.05 12,121,161.79 2,493.8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41,694,319.02 7,275,951.5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216,602.16 181,575,754.01 3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40.82% 2.0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31.38% 1.2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913 0.0344 2,490.99%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60,353,450 45.46% -57,750 160,295,700 45.4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8,045,550 10.79% 0 38,045,550 10.79% 

      董事、监事、高管 35,666,100 10.11% -892,000 34,774,100 9.86% 

      核心员工 256,300 0.07% 0 256,300 0.07%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92,396,150 54.54% 57,750 192,453,900 54.5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41,091,650 40.00% 0 141,091,650 40.00% 

      董事、监事、高管 183,663,900 52.07% 390,000 184,053,900 52.18% 

      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总股本 352,749,600 - 0 352,749,6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09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阎晓辉 88,585,200 0 88,585,200 25.11% 68,536,650 20,048,550 

2 尹国平 64,155,000 0 64,155,000 18.19% 64,155,000 0 

3 廖利萍 26,397,000 0 26,397,000 7.48% 8,400,000 17,997,000 

4 徐双喜 26,346,600 0 26,346,600 7.47% 19,759,950 6,586,650 

5 湖北省弘

愿慈善基

13,668,200 0 13,668,200 3.87% 0 13,66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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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 

合计 219,152,000 0 219,152,000 62.12% 160,851,600 58,300,40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情况：尹国平与廖利萍为夫妻关系，且两人与阎晓辉签

订有一致行动协议，上述三名股东为公司共同控制人。尹国平为公司董事长，阎晓辉为公司副

董事长。 

徐双喜为公司董事、总经理。 

湖北省弘愿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为阎晓辉。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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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

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

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

则施行日，以本集团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

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

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集团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

减值损失。 

本集团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

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集团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集团调整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集团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集团在日常资金管理中将部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或贴现，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又以出售金

融资产为目标，因此，本集团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将该等应收票据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产类别，列报为应收款项融资。 

A、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a、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2019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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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45,890,589.31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45,890,589.31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6,657,331.85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427,331.85    

   其他债权投

资 

摊余成本 1,700,000.00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113,530,000.00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114,073,292.28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100,755,337.95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99,741,458.70  

  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

负债 

摊余成本 207,960,356.36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摊余成本 208,430,943.33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2019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7,908,081.14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37,908,081.14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30,350,733.1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27,120,733.16     

   其他债权投资 摊余成本 1,700,000.00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113,530,000.00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114,073,292.28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99,876,030.07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98,862,150.82  

  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

负债 

摊余成本 200,071,964.28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 

摊余成本 200,542,551.25    

B、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

量的新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45,890,5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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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转出至应收款项融资  45,890,589.31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

备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其他应收款 6,657,331.85     

减：转出至其他债权投资  1,700,000.00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

备 

  -17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5,127,331.85    

     

其他债权投资     

加：其他应收款转入  1,70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1,700,000.00 

     

短期借款 113,530,000.00     

加：短期借款应付利息转入  543,292.28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114,073,292.28  

     

其他应付款 100,755,337.95      

减：转出至短期借款  543,292.28   

    转出至长期借款  470,586.97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99,741,458.7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7,960,3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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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长期借款应付利息转入  470,586.97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208,430,943.3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款项融资 ——    

从应收票据转入  45,890,589.31    

重新计量：按公允价值重新

计量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

备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45,890,589.31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37,908,081.14      

减：转出至应收款项融资  37,908,081.14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

备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其他应收款 130,350,733.16      

减：转出至其他债权投资  1,700,000.00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

备 

  -17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128,820,7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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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债权投资     

加：其他应收款转入  1,70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1,700,000.00 

     

短期借款 113,530,000.00     

加：短期借款应付利息转入  543,292.28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114,073,292.28  

     

其他应付款 99,876,030.07      

减：转出至短期借款  543,292.28   

    转出至长期借款  470,586.97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98,862,150.8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0,071,964.28      

加：长期借款应付利息转入  470,586.97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200,542,551.2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款项融资 ——    

从应收票据转入  37,908,081.14    

重新计量：按公允价值重新

计量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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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37,908,081.14  

C、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计量类别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9,274,781.34     9,274,781.34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580,220.89   -170,000.00  410,220.89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计量类别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8,269,559.44     8,269,559.44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561,574.17   -170,000.00  391,574.17  

D、对 2019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 

项目 合并未分配利润 合并盈余公积 合并其他综合收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9,237,536.49  30,015,913.24   

1、应收款项减值的重新计量 130,050.00 14,450.00  

2019 年 1 月 1 日 209,367,586.49 30,030,363.24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143,179,912.65       

应收票据   45,890,589.31     

应收账款   97,289,323.3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260,815,3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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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   82,000,000.00     

应付账款   178,815,339.6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母公司） 

123,874,495.05       

应收票据（母公司）   37,908,081.14     

应收账款（母公司）   85,966,413.9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母公司） 

226,600,371.87       

应付票据（母公司）   82,000,000.00     

应付账款（母公司）   144,600,371.87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六户：湖北新诺维化工有限公司、湖北宏源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双龙

药业有限公司、湖北同德堂药业有限公司、罗田县长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武穴宏源药业有限公司。本

年增加四户：罗田县长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武穴宏源药业有限公司、湖北中蓝宏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罗田县康意药业有限公司。湖北中蓝宏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罗田县康意药业有限公司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发生股权转让，故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