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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16                     证券简称：千山药机                 公告编号：2019-108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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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金益平、石青辉、杨春平因“公司持续经营存在疑虑由于资金困难，陷入经营困

境，公司资不抵债；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涉诉债务巨大，银行帐务被冻结；关联方资金占

用、业绩补偿款等回收困难”的原因在董事会上对本半年度报告投了弃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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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铁山 董事 个人原因 刘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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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山药机 股票代码 3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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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祥华 郑玉环 

办公地址 湖南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盼盼路 9号 湖南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盼盼路 9号 

电话 0731-84030025 0731-84030025 

电子信箱 zqb@chinasun.com.cn zqb@chinas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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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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3,607,357.17 122,887,224.60 -1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9,215,552.85 -208,153,419.61 -4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99,328,350.23 -220,716,972.50 -35.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82,824.77 85,029,016.56 -101.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3 -0.58 -43.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3 -0.58 -43.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9% -36.7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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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8,260,289.67 2,548,565,331.21 -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94,280,187.49 -1,795,316,849.27 -16.6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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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祥华 境内自然人 13.78% 49,808,000 37,356,000 
质押 49,808,000 

冻结 49,808,000 

刘燕 境内自然人 2.46% 8,892,000 8,892,000 
质押 6,140,000 

冻结 8,892,000 

邓铁山 境内自然人 1.96% 7,076,800 7,076,775 
质押 7,076,800 

冻结 7,076,800 

钟波 境内自然人 1.84% 6,650,250 6,650,250 质押 1,450,250 

王国华 境内自然人 1.25% 4,500,000 3,375,000 
质押 4,124,000 

冻结 4,500,000 

王亚军 境内自然人 0.98% 3,553,875 3,553,875 
质押 2,898,500 

冻结 3,553,875 

郑国胜 境内自然人 0.94% 3,385,659 0 质押 3,385,659 

陈文健 境内自然人 0.48% 1,730,000 0  0 

康宇 境内自然人 0.46% 1,664,900 0  0 

管新和 境内自然人 0.45% 1,614,487 1,614,487  1,614,4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刘祥华、刘燕、王国华为公司董事、高管，邓铁山为公司董事，王亚军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管新和为公司监事会主席。公司未知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曹润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24,700股，

实际合计持有 1,424,700股。 

公司股东支绍环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5,000股，

实际合计持有 1,103,400股。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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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19年 04月 15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年 0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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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医疗器械业 

（一）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360.74万元，同比下降15.6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9,921.56万元，同比减少9,106.21万元，同比下降43.75%。主要原因为：受报告期

债务危机及资产受限等影响，制药机械的生产和销售下滑；财务费用、减值损失大幅度上升。 

(二）暂停上市情况及恢复上市的措施 

2019年5月1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送达了《关于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19]263号）。因公司2018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且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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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3.1.1条、第13.1.5条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

核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公司股票已自2019年5月13日起暂停上市。 

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计划推进解决债务危机各项工作，逐步恢复公司正常经营，自查经营

和管理的缺陷并予以整改，规范公司运作，整改完成后公司将聘请保荐机构对公司进行保荐，

符合相关规定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恢复上市，具体措施为： 

（1）大力组织公司应收款项的回收，重点放在收回关联方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和乐福地

原股东的业绩补偿款。公司已责成关联方做出了还款计划，下一步要督促占用资金还款计划的

具体落实。继续通过法律手段对乐福地原股东的业绩补偿款进行催收。对于其它应收款项公司

将组织专门团队进行应收帐款的催收，难以收回的也将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催收。 

（2）召开债权人会议，协调债权人同意公司的债务分期偿还并减免公司利息、罚息及部

分本金，解除对公司资产、银行帐户的冻结，为公司松绑。 

（3）加速盘活存量资产，处置上市公司资产，解决公司发展所需资金。 

（4）积极组织公司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创造利润。 

（5）公司将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进一步推动内控体系建设工作，完善内控管理的薄

弱环节，规范现有组织架构的运作，防范公司运营风险。 

（6）目前公司与长城资产仅签署了意向协议，公司拟落实与长城资产正式协议的签署，

并推进债务重组的具体方案和实施工作。 

报告期，公司恢复上市的措施相关事项没有实质性进展。目前，公司仍在积极与重组方、

债权人进行沟通、磋商，寻求解决债务危机的整体方案。2019年下半年，公司仍将继续按照上

述恢复上市的措施推进相关工作。 

（三）立案调查情况 

2018年 1 月 16日，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本案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最终调查结论。公司

会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并将对其进展情况进行持续披露。 

2018年 6 月 12日，因公司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2019年 5月 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35]号】，该案

已由中国证监会调查、审理终结，对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的罚款；对公司其他责任

人也进行了处罚，公司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发布了相关公告。 

（四）实际控制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情况： 

2019年4月15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祥华、钟波、刘燕、邓铁山、王国华、郑国胜、彭勋德

和黄盛秋签署了《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一致同意解除上述八人于2014年5月9日签署的《一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致行动协议》。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为刘祥华，持有公司13.78%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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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2017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 《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

报》（财会[2017]14 号）要求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在境内上市公司执行。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决议批准。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决议批准。 

此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追溯

调整法。 

2019年期初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19,353,880.43 应收票据 627,375.00 

应收账款 518,726,505.4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3,367,032.36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73,367,0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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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刘祥华）：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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