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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谷晓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董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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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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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930,981.46 1,815,810,705.20 1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4,697,094.06 215,865,199.56 -2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7,766,761.46 205,615,094.11 -2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267,141.39 765,766,988.38 -92.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10 0.1409 -28.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10 0.1409 -28.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2.35%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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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97,427,126.23 20,611,211,079.40 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73,641,569.54 9,331,697,139.18 3.6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020.6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819,073.63 

县科技进步奖 30,000.00、2017

年工业转型升级款 30,000.00、

发明专利授权 3 个 80000.00 山

阳财政局经济贸易局 2018 年省

级工业转型省级专项资金

1,900,000.00 元本期计入营业外

收入的政府补助 7,500,000.00

元，属于收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智慧健康小镇地方

配套资金（1:1 配套补助）；本期

计入递延收益摊销的政府补助

146,149.99 元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95,9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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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66,687.17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75,469.1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538.69  

合计 6,930,332.6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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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沂必康新医药

产业综合体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87% 564,890,287 0 质押 560,539,460 

李宗松 境内自然人 14.24% 218,200,689 172,661,871 质押 217,232,359 

周新基 境内自然人 8.80% 134,840,348 108,089,405 质押 117,182,930 

北京阳光融汇医

疗健康产业成长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9% 100,997,419 0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7% 100,645,966 0   

上海萃竹股权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8% 71,764,763 0 质押 67,1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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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北度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24,233,946 0 质押 2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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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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持盈 97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13,631,8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

有限公司 
564,890,287 人民币普通股 564,890,287 

北京阳光融汇医疗健康产业成长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0,997,419 人民币普通股 100,997,419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100,645,966 人民币普通股 100,645,966 

上海萃竹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71,764,763 人民币普通股 71,764,763 

李宗松 45,538,818 人民币普通股 45,538,818 

周新基 26,750,943 人民币普通股 26,750,943 

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4,233,946 人民币普通股 24,233,946 

肥城市桃都新能源有限公司 23,372,219 人民币普通股 23,372,219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持盈 97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3,63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31,8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007,931 人民币普通股 13,00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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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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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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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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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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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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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1、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比期初增加了423,764,224.47元，增加31.28%，主要系销售回款及借款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公司预付账款比期初减少了78,644,793.38元，减少43.40%，主要系预付材料款项减少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加了63,165,532.02元，增加87.74%，主要系非关联方资金往来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比期初增加了695,024,228.30 元，增加32.32%，主要系应付票据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应付款比期初增加了180,000,000.00元，增加286.84%，主要系融资租赁款项增加所致。  

6、报告期末公司其他综合收益比期初增加了5,429.23元，增加103.84%，主要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1、本报告期销售费用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45,329,538.08元，减少34.67%，主要系费用支出减少所致。 

2、本报告期财务费用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62,763,816.54 元，增长167.73%，主要系新增借款利率上升导致本期借

款利息增加所致。 

3、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354,319.50 元，增长828.71%，主要系本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所致。 

4、本报告期投资收益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9,807,355.98元，减少97.07%，主要系理财产品收益减少所致。 

5、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5,028,361.12元，增长109.30%，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1、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了1,080,757,037.90元，减少44.32%，主要系赊销商品增加

所致。 

2、本报告期收到的税费返还减少了4,797,349.40元，减少46.72%，主要系收到出口退税款减少所致。 

3、本报告期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了102,338,991.27元，减少76.06%，主要系支付的税费减少所致。 

4、本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了275,511,603.73 元，减少75.04%，

主要系在建工程投资减少所致。 

5、本报告期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20,300,000.00 元，增加398.04%，主要系投资增加所致。  

6、本报告期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36,479,563.23元，增加44.57%，主要系支付的承兑汇票

保证金增加所致。 

7、本报告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了2,385,900,000.00元，增加1664.97%，主要系借款增加所致。 

        8、本报告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了197,141,753.24元，增加755.78%，主要系非关联资金往来增加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月3日，公司分别收到实际控制人李宗松先生、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沂必康”）、公司董事周新基先生、股东上海萃竹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萃竹”）、股东陕西北度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北度”）出具的《关于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的承诺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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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 

2019年1月4日，公司接到公司董事周新基先生、股东上海萃竹的通知，周新基先生、上海萃竹分别与江苏康美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新材料”）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周新基拟将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34,732,079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2667%），上海萃竹拟将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41,882,11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7333%）转让给

康美新材料，康美新材料将受让合计76,614,1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00%。目前该笔交易仍在进行中，公司将根据相

关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 

2018年12月19日，公司与东方日升签署《关于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35,000.00万元向

东方日升出让九九久科技12.76%股权。2019年2月1日，九九久科技对其企业类型及股东信息进行了变更登记，对章程进行

了变更备案，并领取了如东县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8-122、2018-123、2018-124、

2018-136、2018-206、2019-008）。 

2018年9月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配

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经审慎决策，同意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

施的“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进度，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期限延长至2019年2月28日。2019年2月26日，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经审慎决策，同意调整“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进度，将项目整体达到结项状态的

时间期限延期至2019年7月31日。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8-147、2018-148、2018-149、2019-013、2019-014、2019-015）。 

公司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遭遇了平仓导致的被动减持。报告期内新沂必康累计被动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12,710,53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83%），上海萃竹累计被动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6,104,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40%），周新

基先生累计被动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903,0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06%）。发生被动减持事件，并非新沂必康、上海萃

竹及周新基先生的主观意愿，未发现上述股东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行为。目前，各股东正与相关质权人进行积

极沟通，并将妥善解决股票质押的问题，降低平仓风险。减持后新沂必康仍是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

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8年9月18日，公司与延安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实现共同发展，双方秉承“平等自愿、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开展深度合作，努力实现地方经济建设与企业发展相融互动，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同日，李宗松先生、国通信托、桃都新能源分别与延安市鼎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鼎源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

框架协议》，以1,947,532,862.32元，折合每股25.42元的价格将上市公司5%的股份转让给鼎源投资。2018年9月24日，鼎源

投资与新沂必康股东新沂建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徐州宗昆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徐州世宗置业有限公司、徐州运景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就超过50%的新沂必康股权转让事宜展开磋商。近期，综合考虑当前市场环境、金融政策等多方因素，经各方协商

一致，拟终止本次超过50%的新沂必康股权转让事宜。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也

不会影响公司与延安市人民政府已有的合作。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8-157、2018-158、2018-162）。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子公司“新增年产 6,800 吨高强高模聚乙

烯纤维扩建项目”进展情况 

2019 年 01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19-001 

2019 年 03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19-027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019 年 01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19-004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无异议函到期 2019 年 01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19-006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019 年 02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1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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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取得《药品 GMP 证书》 
2019 年 02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19-017 

全资子公司获得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

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 

2019 年 02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19-018 

下属孙公司获得 GSP 认证证书 2019 年 03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19-02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上市

流通 

2019 年 04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19-030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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