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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06                            证券简称：九强生物                            公告编号：2018-057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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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强生物 股票代码 3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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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民 包楠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15号旷怡大厦 5层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15号旷怡大厦 5层 

电话 010-82247199 010-82247199 

电子信箱 jiuqiangzhengquan@bsbe.com.cn jiuqiangzhengquan@bs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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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102,815.11 287,112,818.19 1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4,531,628.29 108,928,113.00 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13,904,552.05 110,348,180.18 3.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953,506.47 69,169,278.65 2.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90 0.2182 4.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90 0.2172 5.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5% 7.92%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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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945,181.44 1,778,676,926.69 -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02,261,388.64 1,530,027,909.49 -1.8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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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希 境内自然人 13.35% 67,013,676 50,260,257   

罗爱平 境内自然人 12.14% 60,901,804 45,676,353   

孙小林 境外自然人 10.04% 50,391,452 37,793,589   

程辉 境内自然人 7.91% 39,714,312 0   

邹左军 境内自然人 7.72% 38,757,584 29,068,188   

ZHOU 

XIAOYAN 
境外自然人 6.17% 30,969,636 0   

华盖信诚医疗健

康投资成都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7% 23,919,500 0   

庄献民 境内自然人 1.83% 9,186,444 6,889,833   

北京石煜扬帆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7% 7,863,40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7,388,66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邹左军先生、刘希先生、罗爱平先生、孙小林先生已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签署《声

明》，声明各方在公司的一致行动关系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到期后解除。除上述情

况外，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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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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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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34,110.2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利润总额为13,348.6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8％；归属

于母公司普通股东的净利润为11,453.1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合计150,226.14万

元，比上年同期降低1.81%。 

1、本报告期，诊断试剂业务仍是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公司试剂销售收入30,394.22万元，占营业收入89.11%，比上年

同期试剂收入27,281.63万元，增长11.41%；仪器收入3,677.32万元，占营业收入10.78%，子公司仪器租赁收入20.08万元，占

营业收入0.06%；其他业务收入18.66万元，占营业收入0.05%。 

2、主营业务成本，2018年1-6月主营业务成本10,928.95万元，较去年同期7,477.06万元上涨了46.17%,主要是仪器销售收入的

增加，且仪器又以微利销售，故成本增加较多； 

3、期间费用情况，销售费用2018年1-6月为4,484.91万元，同比去年4,258.56 万元增长了5.32%，主要是为保持有利市场，公

司加大市场推广力度；管理费用4,615.78 万元,比去年同期3,816.75万元增长了20.93%，主要是研发人员增加以及研发费增加；

财务费用-211.31万元, 比去年同期-507.77 万元增加58.38%，主要是收购子公司产生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及银行存款利息、汇

兑收益减少共同所致； 

4、研发投入持续增加。本报告期公司的研发投入3,036.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20.87%，主要是研发人员增加导致人工

成本增加以及直接材料投入增加;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095.35 万元,比去年同期6,916.93 万元增加了2.58%,主要系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增加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590.54万元,比去年同期-16,402.88万元减少47.63%，主要是由于去年收购

子公司支付股权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5,036.68 万元,比去年同期-13,983.91 万元增加7.53%，主要是本

报告期回购股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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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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邹左军 

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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