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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1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2019-110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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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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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必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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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锦业一路 6 号永利国

际金融中心 39 楼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锦业一路 6 号永利国

际金融中心 39 楼 

电话 029-81149561 029-81149560 

电子信箱 002411@biconya.com 002411@bicon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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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6,499,005.81 3,800,076,736.50 1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6,918,993.81 431,123,598.95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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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9,031,678.32 411,411,989.15 -2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6,781,426.51 49,263,097.47 -1,575.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29 0.2814 -17.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29 0.2814 -17.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 4.64%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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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7,202,073.16 20,611,211,079.40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844,530,634.02 9,331,697,139.18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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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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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0% 545,464,739 0 质押 543,387,412 

李宗松 境内自然人 13.52% 207,198,572 0 质押 203,330,242 

周新基 境内自然人 7.64% 117,063,385 104,196,238 质押 93,861,967 

阳光融汇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59% 100,997,419 0   

华夏人寿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57% 100,645,966 0   

上海萃竹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6% 62,171,963 0 质押 57,912,600 

陕西北度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8% 24,233,946 0 质押 24,000,000 

桃都新能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3% 23,372,219 0   

陈耀民 境内自然人 1.29% 19,729,617 0 质押 11,530,000 

深创投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6% 10,128,5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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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升 308 号信托计

划、恒升 309 号信托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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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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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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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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延安必康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 必康 01 114335 2021 年 04 月 25 日 70,000 7.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3.06% 53.50% -0.4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75 3.59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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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整合、创新、升级”为管理精神，以“梦想牵引、组织保障、人才支撑、文

化推动”为管理机制，全面提高研发、生产、营销、服务各环节质量，大力推进在建工程项目建设，公司品牌知名度进一步

提升，“工商零联盟”体系进一步强化，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96,499,005.8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3%；营业利润421,525,179.18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20.55%；利润总额474,275,074.32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8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6,918,993.81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17.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9,031,678.32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32%。 

1、医药工业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工业实现营业收入991,483,440.48元，同比下降18.31%；毛利率57.91%，同比下降4.14个百分点。

随着医药政策密集出台及市场环境的波动，公司医药工业板块业务受到一定影响。面对行业环境的变化，公司组织专业人员

研究最新政策法规，结合自身产品特点和优势，灵活调整研发和销售策略，主动迎合行业新变化和新要求，努力把行业政策

给公司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2、医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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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商业实现营业收入2,488,090,121.41元，同比增长25.37%；毛利率4.63%，同比增加0.38个百分点。 

2019年上半年，“两票制”、处方外流、“4+7”带量采购等行业政策进一步落实深化，医药商业领域整合并购趋势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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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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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安徽、山东、黑龙江、甘肃、江苏

等地。 

3、化工及新能源新材料板块 

（1）报告期内，公司六氟磷酸锂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51,398,909.68元，同比增长41.87%；毛利率20.82%，同比增加17.80

个百分点。 

公司子公司九九久科技主要新能源产品为六氟磷酸锂。2019年上半年，六氟磷酸锂产销量有所增加，价格仍然维持低

位，但由于产量增加导致单位成本有所下降，毛利率有所提升。 

（2）报告期内，公司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05,975,136.42元，同比增长36.17%；毛利率52.26%，同

比下降0.61个百分点。 

公司子公司九九久科技主要新材料产品为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该产品目前处于较好的市场环境中，需求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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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项目的扩

建进程，在大幅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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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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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本公司孙公司必康润祥河北医药有限公司对必康医药沧州有限公司增资，取得必康医药沧州有限公司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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