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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1                           证券简称：必康股份                           公告编号：2018-139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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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康股份 股票代码 00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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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熳 罗旭 

办公地址 
江苏省新沂市钟吾南路 18 号财政局大厦

北楼 

江苏省新沂市钟吾南路18号财政局大厦北

楼 

电话 0516-88602411 0516-81619810 

电子信箱 002411@biconjs.com 002411@biconj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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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00,076,736.50 1,731,126,231.79 11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1,123,598.95 456,198,430.14 -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11,411,989.15 237,462,673.44 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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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263,097.47 576,269,194.10 -9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14 0.2977 -5.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14 0.2977 -5.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4% 5.34%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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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5,604,598.24 19,909,050,949.62 -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511,865,423.61 9,080,744,689.77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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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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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沂必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98% 581,930,826 581,930,826 质押 483,190,800 

李宗松 境内自然人 14.24% 218,200,689 172,661,871 质押 212,832,359 

周新基 境内自然人 9.13% 139,928,318 104,946,238 质押 126,560,000 

阳光融汇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59% 100,997,419 100,997,419   

华夏人寿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57% 100,645,966 100,645,966   

上海萃竹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8% 77,869,463 77,869,463 质押 73,205,100 

陈耀民 境内自然人 1.64% 25,179,856 25,179,856 质押 25,160,000 

陕西北度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8% 24,233,946 24,233,946 质押 24,000,000 

肥城市桃都新

能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3% 23,372,219 0   

深创投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1% 20,128,831 20,128,8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宗松先生、控股股东新沂必康、股东陕西北度、国通信托·恒升 30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国通信托·恒升 309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华夏人

寿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股东陈耀民先生与上海萃竹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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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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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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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紧密围绕年初制定的“整合、创新、升级”的思想方针，高度统一目标、思想和

行动，全面提高产品、生产、营销、服务各环节质量，大力推动医药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商业渠道逐渐丰富、

制造产能显著提升，顺利实现公司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公司向东方日升转让子公司九九久科技控股权事宜请参照2018年半

年度报告全文 “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的描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00,076,736.5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9.51%；营业利润530,567,293.49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2.55%；利润总额537,728,967.2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1,123,598.95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5.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11,411,989.1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3.25%。 

1、医药工业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工业实现营业收入1,213,728,859.12元，同比增长5.36%；毛利率62.05%，同比增加5.41个百分点。 

公司深度贯彻实施“十三五”规划中的健康中国理念，逐步推进医药大健康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不仅在调整产业结构、改

变经营架构的基础上做出改善和提升，同时还着力医养融合、生物制药技术、医疗服务、医疗健康、研发外包等领域的技术

革新和推进，降低公司总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医药产业盈利能力。具体包括：（1）推进山阳二期、山阳三期以

及技改搬迁项目的建设与认证，上半年已经取得中药饮片和硬胶囊剂的GMP证书。各个项目建设如期进行，将为公司的工

业板块全年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2）进一步提升公司新产品的研发能力。报告期内，公司与西安交大签署合作协议，通

过共建“西安交大必康药物研究院”，共同开展新药及仿制药的研发，逐步丰富公司的产品体系。投资收购桑尼赛尔，提前掌

握CAR-T细胞免疫疗法行业前沿技术，实现公司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战略布局。（3）继续整合优化营销体系，推进“千人计划”

的实施，提升营销队伍的凝聚力。（4）投资并购西安康拜尔，将有效促进产能释放、丰富产品种类、补充口服抗生素产品

的空白、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组合的综合竞争力。 

2、医药商业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商业实现营业收入1,984,633,721.45元，毛利率4.25%。 

报告期内，润祥医药和百川医药分销业务稳步发展，业务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公司继续推进医药商业的外延式

并购，报告期内与六家医药商业公司签署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业务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到湖南、江西、青海、广西、北京等

省市。 

3、化工及新能源新材料板块 

新能源新材料板块，受行业产能逐步释放的影响，2018年上半年六氟磷酸锂行业均价仍处于下行之中，行业竞争依然十

分激烈，高端产品缺乏的结构性问题未有效解决。该板块的业绩贡献有所下降。另一主要产品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市场需求

旺盛，相比全球超过5万吨的需求，行业供给尚有较大的增长空间。面对行业发展状况，公司认真分析形势，积极准确地应

对市场需求变化，在现有产能完全释放的同时加快推进两大优势项目的扩建进程，在大幅扩充产能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产品

工艺流程，增强产品盈利能力，力保公司在该行业的国内领先地位。 

受整体宏观经济形势不佳、行业市场需求不旺盛以及安全环保政策等因素影响，化工行业产品近年来发展形势不太理想，

市场不够景气，周期性波动较为明显。公司把握有利时机，取得了较为理想的销售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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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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之控股子公司润祥医药于2018年3月8日与康利源医药签署《增资协议》润祥医药此次向康利源

医药增资金额为510.00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润祥医药将持有康利源医药51%股权。2018年3月21日，康利源医药对其股

东、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等信息进行了变更登记，并对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章程进行了变更备案，领取了张家口市行政审

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其股东由“张家口鑫济垣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变更为“润祥医药、张家口鑫济垣”。本次变更完

成后，润祥医药持有必康润祥医药张家口有限公司（原“康利源医药”，以下简称“张家口必康”）51%的股权，张家口鑫济垣

持有张家口必康49%的股权，张家口必康成为润祥医药控股子公司。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之控

股子公司必康润祥医药河北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收购西安康拜尔制药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收购康拜尔的全部股权。2018年6月29

日，康拜尔完成了股权转让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完成后，

陕西必康持有康拜尔100%的股权，康拜尔正式成为陕西必康全资子公司。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陕

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西安康拜尔制药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14）。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谷晓嘉    

2018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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