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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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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谷晓嘉（董事长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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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情况介绍

2019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 攻坚之年，也是新一轮医改深化之年，是医药行业政策创新年。 国务院部署

“健康中国” 行动，国家新版医保谈判药品落地，带量采购全国铺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施行。 延

安必康抓住历史机遇，调整营销战略，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强化执行力，注重结果导向，企业上下形成联动，各

项业务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医药工业板块、医药商业板块、新能源新材料板块以及药

物中间体（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板块四大类。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主要医药产品及用途：

类别 品种 功能主治

消化系统用药

安胃胶囊 制酸，止痛。 用于胃脘刺痛，吞酸嗳气，脘闷不舒及慢性胃炎见上述症状者。

五酯软胶囊 能降低血清丙氨基酸氨基转氨酶。 可用于慢性肝炎丙氨酸氨基转移升高者。

泌尿系统用药 八正片 清热、利尿、通淋。 用于湿热下注，小便短赤、淋沥涩痛，口燥咽干。

儿科用药

小儿感冒颗粒 小儿风热感冒，症见发热重、头胀痛、咳嗽痰黏、咽喉肿痛；流感见上述证候者。

小儿止咳糖浆 祛痰，镇咳。 用于小儿感冒引起的咳嗽。

小儿化痰止咳颗

粒

用于小儿咳嗽，支气管炎。

健儿消食口服液

用于小儿饮食不节损伤脾胃引起的纳呆食少，脘胀腹满，手足心热，以至厌食、恶

食。

补益类

养血安神糖浆 用于失眠多梦，心悸头晕。

补肾强身胶囊 用于腰酸足软，头晕耳鸣，眼花心悸。

五味子颗粒 敛气生津，补益肺肾。 用于头晕，失眠，自汗盗汗，气短口干及神经衰弱。

风湿骨病用药

风痛宁片 祛风燥湿，散寒活血，舒筋止痛。 用于风湿性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

骨刺片 治疗骨质增生引起的肥大性腰椎炎，颈椎综合征、胸椎炎、四肢骨节增生等。

复方三七胶囊 用于化瘀止血，消肿止痛，跌打损伤所致的瘀血肿痛。

清热解毒及上呼

吸道用药

感冒清热颗粒 用于风寒感冒，头痛发热，恶寒身痛，鼻流清涕，咳嗽咽干。

麻杏止咳糖浆 止咳，祛痰，平喘。 用于支气管炎及喘息。

川贝枇杷糖浆

用于风热犯肺、痰热内阻所致的咳嗽痰黄或咯痰不爽、咽喉肿痛、胸闷胀痛；感冒、

支气管炎见上述证候者。

银翘解毒颗粒 疏风解表，清热解毒。 用于风热感冒，症见发热头痛、咳嗽口干、咽喉疼痛。

黄连上清片 清热通便，散风止痛。 用于头晕目眩，暴发火眼，牙齿疼痛，口舌生疮，咽喉肿痛。

板蓝根颗粒 用于肺胃热盛所致的咽喉肿痛、口咽干燥；急性扁桃体炎见上述证候者的功效。

复方大青叶合剂 用于感冒发热头痛，咽喉红肿，及流感见有上述症状者。

银翘解毒合剂 用于风热感冒，发热头痛，咳嗽，口干，咽喉疼痛。

补铁剂

枸橼酸铁铵维

B1糖浆Ⅱ

用于各种原因引起的缺铁性贫血，如慢性失血、营养不良、妊娠、儿童发育期等

1、医药工业

医药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是《中国制造2025》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是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的重要保障。《中国制造2025》将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国家继续把生物医药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加快培育。 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是国内知名的中药企业，连续

多年位列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陕西必康先后完成了五景药业、康宝制药、西安交大药

业集团、康拜尔等多家国内药企的并购，目前已发展为集中成药、化学药、健康产品生产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

化大型医药企业集团。 陕西必康主营产品涵盖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眼科、儿科、骨科、补

益类、维生素类、抗生素类、抗过敏、抗感染、抗肿瘤、抗风湿、电解质等十多个常见医学临床用药类别，420多个

品规，153个产品进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9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018年版）》，其中化学制剂112个，中成药41个。 报告期内新增基本药物目录产品13个，退出基本药物目录

产品15个。

陕西必康拥有丰富的产品系列及品牌，其中“心荣” 系列产品以其独特的修复心肌功能优势及确切的疗

效在心脑血管领域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心荣” 品牌被认定为西安市著名商标。“必康唯正” 和“博士宝宝” 被

认定为陕西省著名商标，主要产品以“必康唯正” 为品牌打造的多种药品组合也具有广泛的市场知名度，“必

康唯正牌感冒清热颗粒” 、“必康唯正安胃胶囊” 、“古到金牌补肾强身胶囊” 被授予陕西省名牌产品称号，“必

康唯正牌安胃胶囊” 、“必康唯正牌八正片” 在第二、三终端有很好的美誉度；以“博士宝宝” 小儿感冒颗粒、小

儿止咳糖浆、小儿化痰止咳颗粒为核心的儿科系列产品组合，在第三终端儿科用药中拥有良好的口碑。

此外，公司下属子公司五景药业的吡诺克辛钠滴眼液获得“首届湖北省暨武汉市药品市场首选品牌” 称

号，E洁系列眼科产品多次荣获“药店排行榜最具魅力品牌奖” ，其系列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2、医药商业

药品流通行业是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和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关系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行

业。 医药商业处于医药产业的中游，在整个产业链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主要包括药品和医疗器械产品的批

发与零售，正是因为商业的存在，才使得药械产品可以精准快速的到达医疗机构和消费者的手中。 2019年，受

“94号文” 、“两票制” 、“营改增” 等政策的影响，我国医药流通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上市公司通过吸收

兼并优质的医药商业公司实现市占率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陕西必康继续扩大医药商业领域，拟通过并购区域性商业头部企业构建公司的医药商业体系，

与深圳中源、安徽昌鹤、淄博恒安、哈尔滨晋欣、甘肃天元签署股权合作战略框架协议，各目标公司销售网络分

别覆盖广东、安徽、山东、黑龙江、甘肃、以及江苏等地区，资源整合能力及配送能力强，未来具有较大的发展潜

力和上升空间。

公司已收购的润祥医药和百川医药两家医药商业公司，业务覆盖河北、河南两个省份。 润祥医药和百川医

药分别是河北与河南地区排名靠前的医药流通企业，经营范围包括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医疗

器械以及医药零售连锁，已具备区域性商业龙头企业规模，为公司扩大商业版图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提升商业体系的差异化竞争力，全面强化营销队伍规模、能力以及与终端的紧密程

度。 公司商业已实现对河北及河南的全省覆盖。 公司持续加强终端的开拓，在地区和终端的覆盖稳步扩大，同

时加强回款管理，保障公司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3、新能源新材料板块

锂离子电池产业作为中国“十二五” 和“十三五” 期间重点发展的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三大产业

中的交叉产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锂离子电池产业的政策。 锂离子电池主要应用于三大市场：消费类电子

产品市场、交通工具电动化市场、工业和储能市场。 锂电池组成部分包括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外

壳，电解液由溶剂、溶质和添加剂构成，溶质包括六氟磷酸锂、四氟磷酸锂等，其中六氟磷酸锂是电解液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累计销量为120.6万辆，同比下滑4%。尽

管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出现小幅下滑， 但由于单车载电量提升，2019年动力电池仍然保持增长趋势。 2019年

1-12月份中国动力电池装机总量达62.37Gwh，同比2018年增长9.5%。

公司现生产的新能源产品为六氟磷酸锂，是锂电池电解液的核心原材料之一，现有产能为5,000吨/年，位

居行业前列。 受新能源汽车行业政策调整影响，六氟磷酸锂市场竞争加剧，但公司较好地应对了市场变化，主

要客户涵盖电解液行业前十名企业，是国内锂电池电解液材料行业头部企业。

公司新材料产品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又称“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 ），该产品下游的用途十分广泛

且在进一步拓展中，主要可应用于防切割手套、国防军需装备（轻质高性能防弹板材、防弹头盔、软质防弹衣、

防刺衣），还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复合材料、远洋航舶、海军舰艇绳缆、远洋捕鱼拖网、深海抗风浪网箱和体育

用品器材、建筑工程加固等高性能复合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年产6,800吨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扩建项

目” 顺利达产，该产品总产能现已达到10,000吨/年。 公司该产品主要应用于功能性防护手套、家纺制品、军工

缆绳、消防材料、鱼线等，也有部分应用于户外运动穿戴用品、防弹头盔、防刺衣。 目前公司通过与下游具备军

工资质的优质客户开展战略合作，积极向军工方向拓展。

4、药物中间体板块

公司目前生产的药物中间体产品主要包括三氯吡啶醇钠、5,5-二甲基海因、苯甲醛等。 三氯吡啶醇钠产品

的现有产能为12,500吨/年，产品主要用于生产高效低残留杀虫杀螨剂毒死蜱、甲基毒死蜱；5,5-二甲基海因

现有产能为8,000吨/年，本品用作氨基酸、特种环氧树脂、水溶性树脂、杀菌剂、防腐剂的合成原料，其衍生物

的用途也很广。 苯甲醛为控股子公司天时化工主产品，该产品目前产能为15,000吨/年，不仅可以作为医药中

间体、农药中间体，还可以作为染料、香料等行业的中间体，用途十分广泛。

（二）行业发展情况及行业地位

1、医药工业

（1）医药工业发展情况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新医改政策的实施，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

高，在推进健康中国的实施过程中，医药市场需求随着医疗保险覆盖率及国民经济能力的提升而不断扩大。 同

时，随着医疗卫生模式从以治疗为主向以预防为主转变、医养结合推进等，使得我国医药行业发展空间有所提

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3,908.6亿元，同比增长7.4%，

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3.6个百分点。 医药制造营业收入利润率约为13.05%，较上年同期提

升0.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7.19个百分点。

2019年12月1日起，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正式实施，配套法规也开始逐渐发布，并将会在

2020年完善。 新版药品管理法与旧版中存在较大差异，药品行业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2019年12月，新冠病毒疫

情爆发之后，民众防疫意识发生明显改变，防护用品、消毒用品等卫生防疫防护产品市场需求明显提升，医药

大健康产业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

（2）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拥有10多个多领域的独家中药成方制剂，辅以众多应用广泛的清热解毒类、补益类、儿科产品等中药

成方制剂，同时拥有众多的注射剂、滴眼剂产品线，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产品布局，在行业内拥有必康唯正、博士

宝宝、心荣、E洁等多个知名品牌。 全资孙公司必康新沂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和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口罩日产

能达到32万片，免洗洗手液产品年产能达到300万瓶。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国内医药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企业，荣

获陕西省企业家协会颁发的“2019陕西100强企业” 称号，位列榜单53名。

2、医药商业

（1）医药商业发展情况

医药商业是连接上游医药生产企业和下游医疗机构、零售终端的重要环节。 医药商业通过规模化、专业

化、现代化的物流配送体系，可以大大降低医药流通环节的成本，提高了流通效率，保障了人民的用药需求，有

着可观的社会效益。 随着新一轮的医药体制改革的深入，“两票制” 、“处方外流” 等改革措施为我国药品流通

行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目前，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明显提升，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经营方式互补、覆盖城

乡的药品流通体系初步形成。 在扩大消费、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的驱动下，我国医药

商业行具备长期发展空间。

（2）公司行业地位

百川医药经营范围包括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抗生素、

疫苗、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等。 百川医药是区域唯一一家具有毒麻药品经营资质

的商业公司，连续五年蝉联河南省民营企业百强榜和全国医药流通行业百强之列，为公司在医药商业领域的

布局取得了良好的开端。 企业先后荣获中国最具成长性医药百强企业、全国医药商业百强企业，河南民营百强

企业、河南省民营企业就业和社会保障先进单位、河南省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示范点单位、抗震救灾先进集体、

药品规范示范批发企业等荣誉称号。

润祥医药位列河北省省内医药商业物流前3位。 公司主要批发经营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及其制

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二类精神药品等。 必康润祥医药网络业务覆盖包括省内部分

公立医院及多家民营医院；覆盖256家卫生院，210家社区，河北省内合规医药商业、连锁覆盖率达到90%，石家

庄单体药房、民营医院、乡镇卫生院、村诊室、社区及干休所、职工医院、个人诊所达到6,300余家。 公司目前拥

有上游供货商900多家， 与200家全国知名医药工业企业签订了一级代理协议。 与600多家医药生产企业、300

多家医药商业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获得石家庄市区医院及县、乡镇终端医疗机构的配送资格。

3、新能源、新材料行业

（1）新能源新材料行业发展情况

2019年，受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行业新增产能释放、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电解液市场整

体呈现“增量不增值” 的局面，六氟磷酸锂市场整体价格上涨动力不足，一直处于低位徘徊。 随着国产化竞争

的加剧，六氟磷酸锂行业市场正迎来整合期，高端紧缺、低端过剩仍旧是目前主要矛盾。 随着新能源汽车、储能

等行业需求的进一步释放，六氟磷酸锂的价格有望企稳回升。

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是当今世界三大高性能纤维之一，其全球需求维持较高增速，我国产能占全球一半。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产品的应用广泛，是支撑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新材料，是现代国防必不可缺的战略

物资，也是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对象之一，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未来的市场前景广阔。

（2）公司行业地位

九九久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材料研发和锂电池电解液领域，与国内同行相比，具有先行研发优势、技

术优势和明显的产能优势，位居同行业前列。 公司与其他企业共同起草了六氟磷酸锂产品的国家行业标准，生

产的六氟磷酸锂通过ISO/TS16949体系认证，被江苏省科技厅认定为江苏省高新科技产品，获得江苏省优秀

新产品金奖，江苏省科学技术三等奖，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新材料产业展优秀参展产品二等奖。 公司

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务理事单位， 生产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获得德国

STANDARD� 100� by� OEKO-TEX检测认证，被江苏省科技厅认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

4、药物中间体行业

（1）药物中间体行业发展情况

医药中间体横跨化工与医药两大行业，与上下游的发展紧密相关。 上游化工原料价格波动和医药价格政

策对下游医药企业产品价格的影响是影响医药中间体利润的主要因素。 目前国内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较小，

受制于宏观经济、安全、环保政策的影响，行业整体承压，盈利能力分化。 我国农药工业已建立起从原药生产、

中间体配套到制剂加工在内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近年来，国内农药市场受环保政策约束，向欧美发达国家环

保水平看齐，市场逐渐向环保达标的优势企业集中，农药中间体行业随之进入缓慢增长期。

（2）公司行业地位

九九久在医药中间体和农药中间体方面具有很强的研发能力，产品工艺先进，技术优势明显，在同行业中

处于领先地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天时化工与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起草了三氯吡啶醇钠、苯甲

醛、5,5-二甲基海因等产品的国家行业标准。公司生产的药物中间体产品质量均高于同行业标准，并制订有自

己的企业标准。 5,5-二甲基海因、苯甲醛、三氯吡啶醇钠均被江苏省科技厅认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其中

苯甲醛还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三氯吡啶醇钠被认定为江苏省优秀新产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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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年

营业收入 9,328,178,532.73 8,446,807,320.21 10.43% 5,368,005,75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097,454.08 404,193,795.74 -1.01% 892,625,75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5,504,710.09 306,442,152.91 -19.89% 762,760,537.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391,819.59 403,220,829.94 -203.27% 35,624,513.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11 0.2638 -1.02% 0.58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11 0.2638 -1.02% 0.58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7% 4.39% -0.22% 10.19%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年末

资产总额 22,751,389,110.63 20,611,211,079.40 10.38% 19,909,050,94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877,581,690.74 9,331,697,139.18 5.85% 9,080,744,689.7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61,930,981.46 2,134,568,024.35 2,349,214,178.13 2,782,465,34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697,094.06 202,221,899.75 129,628,148.08 -86,449,68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7,766,761.46 151,264,916.86 82,958,718.17 -136,485,68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267,141.39 -784,048,567.90 1,118,491,054.53 -808,101,447.6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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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8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0,63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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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7% 522,098,034 0 质押

520,330,

707

李宗松

境内 自然

人

9.71% 148,757,350 0 质押

146,066,

226

周新基

境内 自然

人

6.82% 104,484,618 104,196,238 质押 73,511,000

阳光融汇

境内 非国

有法人

6.59% 100,997,419 0

华夏人寿 其他 6.57% 100,645,966 0

上海萃竹

境内 非国

有法人

2.52% 38,666,363 0 质押 34,407,000

桃都新能源

境内 非国

有法人

1.53% 23,372,219 0

陕西北度

境内 非国

有法人

1.07% 16,384,927 0 质押 16,150,981

深创投 国有法人 0.66% 10,128,531 0

朱千千

境内 自然

人

0.57% 8,70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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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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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千千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8,703,6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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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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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70,000 7.5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2019年4月支付18必康01债券利息5,250万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22日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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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评级报告（2019）》显示，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延

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18必康01” 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4.70% 53.50% 1.20%

EBITDA全部债务比 18.44% 16.29% 2.15%

利息保障倍数 1.87 1.97 -5.08%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公司医药板块受到行业政策影响，竞争加剧，行业利润被进一步压缩。 面对严峻行业形势，公司全

员统一思想，调整心态，提升凝聚力，强化执行力，注重结果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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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必以良药、康健天下” 的企

业理念，坚守“必康制药、唯正之道” 的品牌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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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8,178,532.73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43%； 实现营业利润391,642,

063.48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5.79%；实现利润总额530,024,683.16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05%；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0,097,454.08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01%。

公司医药生产板块受到国家医药行业相关政策影响导致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

下降；公司医药商业板块润祥医药和百川医药，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已完成承诺业绩，利润贡献较

低，综上原因公司医药板块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公司新能源、新材料板块经营情况正常，受新能源汽车

行业政策调整的影响，产品六氟磷酸锂下游客户订单趋于稳定，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略有增长，利润率较上年

有所提高；新材料产品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产量和销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稳定。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分别比期初增

长10.44%、6.10%。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业务增长，导致期末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每股

净资产有所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融资活动，保障日常生产经营平稳推进，推进流动性风险的化解工作。

2019年公司主要经营成果如下：

1、稳步推进在建工程、技改升级项目

“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 车间土建工程已全部完成，生产设备正处于系统调试状态。 质检中心、污水

站、锅炉房等配套设施还处于建设阶段。 公用系统、设备仍在进行紧张的调试和验证。

2019年2月份陕西必康山阳二期新建液体制剂车间、 新建中药前处理及提取车间已取得GMP认证报告，

并已全部投产。 陕西必康山阳三期C区片剂、硬胶囊剂产能扩充项目也在顺利推进过程中，目前已完成主体建

设，正在进行内外装修工程，工艺设备已全部采购完成，部分主体设备已到达现场。

2、提升商业体系的差异化竞争力

（1）全面推进“必康工商零联盟”

2019年陕西必康紧紧围绕集团战略要点“品牌引领、战略联盟、营销突破、创新驱动、智造升级、体验智胜、

资本保障、整合重构” ，以及“组织、赋能、文化、效率” 的管理纲要为指导。全面执行过去一年总结的“以品牌建

设为引领、以商业转型为战略、以分销体系为框架、以扩大销售团队为支撑、以终端赋能为驱动、以黄金单品为

突破、以单元业绩为基础” 的核心纲要。 改变经营机制，建立一种合理的利益驱动机制，持续培养优秀员工，服

务好客户，赢得客户信赖，形成核心的差异化竞争能力。 全面完成各省级大、中型联盟商业合作，完成各省级营

销中心和地市级市场的商业分销体系建设，全面推进“必康工商零联盟” 。

（2）积极创新营销模式

2019年，陕西必康在“国品计划” 的引领下，依托集团自有商业与战略合作商业建立的“必康工商零联

盟” ，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实现“必康工商零联盟服务营销模式” 的全面推广；完成以地办为业务模型的基础

单元建设，以数据支撑为基础的精准服务模式，为联盟体商业、终端赋能，构建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

（3）优质商业资源整合，扩充商业体系

随着“必康工商零联盟” 的全面推进，以及联盟在行业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的提升，行业内优质商业

企业对联盟的加入意愿日益增强。同时，公司的营销系统对各级业务单元进行规范化、高效化、流程化、信息化、

制度化建设；对集团产品序列化、领域化、专业化的推广；对营销体系系统进一步建设和提升，推动营销、商务、

市场体系建设与相互协同配合，完全体现了“组织、赋能、文化、效率” 的管理，行业内商业企业对于联盟的加入

更加主动，完成了黑龙江、甘肃、山东、安徽等省份的多家商业资源整合。

3、进一步提升公司新产品的研发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中心开展的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品种有盐酸环丙沙星片、对乙酰氨基酚片、

甲硝唑片、盐酸雷尼替丁胶囊等4个品种。 其中，对乙酰氨基酚片、盐酸环丙沙星片、甲硝唑片已完成处方工艺

实验室研究，正在进行中试放大前准备工作，并准备启动BE实验。 康拜尔委托第三方开展了阿莫西林胶囊、头

孢拉定胶囊、头孢氨苄胶囊3个产品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均已完成了处方工艺等实验室研究，正在进行中试放

大生产，并准备启动BE试验。 五景药业委托第三方开展了氧氟沙星滴眼液、色甘酸钠滴眼液、马来酸噻吗洛尔

滴眼液3个产品的一致性评价工作，正在进行处方工艺的实验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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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与西安桑尼赛尔合作，共同推进通用型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

疗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临床应用进程，推动公司在生物医药领域的

战略布局。

4、新能源、新材料、药物中间体板块实现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药物中间体类产品在同行业中保持了稳定的市场份额，其中三氯吡啶醇钠和5,5-二甲基海

因产品维持了较高的毛利率；新能源类产品六氟磷酸锂经过工艺改良后质量进一步提升，在报告期初顺利通

过了IATF16949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审核； 新材料类产品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扩建项目顺利达产，

规模效益显现，产品品质不断优化，产品规格品类日趋全面，已经从最初单一的400D规格发展到如今的细旦、

粗旦、高强、耐切割、彩色丝等上百种型号系列。 此外，公司为满足军工方面的特殊需求还开发出J100、J200、

J300以及J400四个超高强度产品牌号。 后续公司将根据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产品的特性，积极培育新兴市

场，拓展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形成全系列、全规格种类产品线，着力打造成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

维全球专业化生产商，满足不同客户、不同应用行业的差异化需求。

5、必康商学院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必康商学院实行内部为主， 外部补充的建设思路， 利用现代教育模式和手段， 建设以线上教育

（E-Learning）等远程学习方式为辅，以面授培训方式为主的混合式培训模式。 通过科学有效的教学机制，设

计打造企业知识资源体系，建设知识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必康商学院围绕公司战略方针开展全体系课程建设

与职能培训，为公司各体系发展培养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医药商业类

5,755,309,

756.90

331,199,

523.90

5.75% 24.86% 74.21% 1.63%

三氯吡啶醇钠

379,094,

491.17

140,905,

037.58

37.17% 37.27% 40.18% 0.77%

六氟磷酸锂

334,500,

970.38

48,905,375.91 14.62% 38.71% -34.31% -16.25%

高强高模聚乙

烯纤

492,963,

971.86

252,649,

339.99

51.25% 43.70% 155.65% 22.4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881,371,212.52,元，增长10.43%，主要系公司医药商业、新能源

新材料板块销售收入增长所致。

（2）报告期内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969,228,134.54元，增长15.38%，主要系公司医药商业、新能源新

材料板块销售收入增长导致营业成本。

（3）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4,096,341.66元，减少1.01%，主要系

公司财务费用及信用损失增加、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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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

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6日决议通过， 本集团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

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

行日，以本集团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

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

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集团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

损失。

本集团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

具准则不一致的，本集团选择不进行重述。 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集团调整2019年年初

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集团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集团于2019年1月1日及以后将持有的部分非交易性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本集团持有的某些理财产品，原分类为其他流动资产。 由于其合同现金流量不仅仅为对本金和以未

偿付本金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本集团在2019年1月1日及以后将其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本集团在日常资金管理中将部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或贴现，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又以出售金融资

产为目标，因此，本集团在2019年1月1日及以后将该等应收票据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金融资产类别，列报为应收款项融资。

A、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a、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441,499,

062.07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441,499,

062.07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893,262,

024.45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878,088,

813.40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71,989,

719.88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69,982,

807.64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 （权益

工具）

500,000.00

其他权益 工

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3,634,535.82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5,997,507,058.50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5,996,314,258.58

B、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账

面价值的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变更

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

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441,499,062.07

减：转出至应收款项融资

-441,499,

062.07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应收账款 2,893,262,024.45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15,173,

211.05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2,878,088,813.40

其他应收款 68,740,204.27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2,006,

912.24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66,733,292.0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000.00

减：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00,000.00

重新计量：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转入 500,000.00

重新计量：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3,134,

535.82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3,634,535.82

应收款项融资

从应收票据转入

441,499,

062.07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441,499,062.07

递延所得税资产 73,387,946.35

重新计量： 因预计信用损失准备重新计算

进行的调整

3,266,

404.57

3,266,404.57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76,654,350.92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

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其他应收款 5,997,507,058.50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1,192,799.92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5,996,314,258.58

C、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计量类别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96,807,273.64 15,173,211.05 211,980,484.69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33,010,165.13 2,006,912.24 35,017,077.37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计量类别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320,247.50 1,192,799.92 1,513,047.42

D、对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合并未分配利

润

合并盈余公积

合并其他综合收

益

2018年12月31日

2,256,800,

214.97

400,647,

024.40

-5,228.64

1、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并重新计量 3,134,535.82

2、应收款项减值的重新计量

-15,173,

211.05

3、其他应收款减值的重新计量 -2,006,912.24

5、上述减值准备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重新计量 3,266,404.57

少数股东权益调整

-11,065,

240.71

2019年1月1日

2,231,821,

255.54

400,647,

024.40

3,129,307.18

②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2019年4月、9月分别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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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合并财务报表格式作出了修订，本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已根据其要求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主要

变化如下：

A、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行项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将“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行项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B、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行项目；C、列报

于“其他应收款” 或“其他应付款” 行项目的应收利息或应付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取或应支

付，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或支付的利息；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

的账面余额中；D、明确“递延收益” 行项目中摊销期限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的，或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进

行摊销的部分，不得归类为流动负债，仍在该项目中填列，不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行项目；E、将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行项目自“其他收益” 行项目前下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行项目后，并

将“信用减值损失” 行项目列于“资产减值损失” 行项目之前；F、“投资收益” 行项目的其中项新增“以摊余成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行项目。 本集团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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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必康润祥医药

河北有限公司增资沧州健维康医药有限公司的议案》，并于2019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孙公司必康润祥

医药河北有限公司增资沧州健维康医药有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6），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控股孙公司润祥医药拟以自有资金510.00万元认购沧州健维康医药有限公司的新增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

完成后，注册资本由490.00万元增加至1,000.00万元，必康润祥将持有51%的股权。 公司于2019年5月25日披

露了《关于控股孙公司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5），沧州健维康医药有限公

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增资手续，并取得了沧州市新华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更名为必康

医药沧州有限公司。

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5日、2019年6月1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18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对外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在延安对外投资设立公司。 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对外投

资设立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2019年6月27日，对外投资设立的公司均已完成工商注册登

记手续，并领取了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新增延安必康医药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

延安必康医学工程体验有限公司2家全资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新增延安新阳医药有限公司、延安

必康中药材有限公司2家全资子公司。

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披露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公司并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2），公司全资子公司必康新阳在江苏新沂对外设立公司。 必康新阳将以自有资金认缴设立

公司的全部注册资金，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公告披露之日，必康新阳对外投资设立的新沂必康医药零售有

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领取了新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

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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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6日以现场与通

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地点为公司会议室（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锦业一路6号永利国际金融中心39楼会议

室）。 本次会议于2020年5月5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出席会议

的董事8人，实际到会8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谷晓嘉

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2、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第三节公司业务概要” 和“第

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部分。

公司独立董事杜杰先生、黄辉先生、柴艺娜女士分别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摘要》（ 公告编号：2020-084）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28,178,532.7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3%；营业利润391,642,063.48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5.79%；利润总额530,024,683.16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0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400,097,454.08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01%。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9,877,581,

690.74元，比期初增长6.10%；资产总额22,751,389,110.63元，比期初增长10.44%。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0,097,

454.08元（合并报表），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未分配利润为2,631,918,709.64元（合并报表）。 母公司2019年

度实现净利润-40,663,708.58元，弥补2018年度亏损0元后加年初未分配利润251,186,638.85元，减去2019年

实施的2018年度利润分配现金股利0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10,522,930.27

元。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2019年度经营情况及2020年经营预算情况，公司拟定2019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股利，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审议事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 公告编号：

2020-085）。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审议事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京

永专字（2020）第310198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具体内容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7、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8、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审议事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京

永专字（2020）第310197号”《关于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

告》，具体内容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9、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目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多家银行拥有综合授信，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结合公司

发展计划及未来资金需求状况，未来一年中，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85亿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综合授信额度内，以银行

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日常经营管理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与部分关联方将发生必要的关联交易，其中：预计公司全资子公

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必康”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宗松先生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60万元；预计江苏必康新阳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康新阳” ）与徐州北盟物流有限

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140万元；预计必康新阳与江苏嘉萱智慧健康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苏嘉萱”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200万元；预计必康新阳与伯图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150万元；预计徐州市今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日彩印” ）

与江苏北松健康产业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6万元； 预计今日彩印与江苏嘉萱2020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25万元；预计必康百川医药（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医药” ）与山东

鲁西药业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600万元； 预计百川医药与河南天伦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1,500万元。

关联董事谷晓嘉女士、邓青先生对该议案实施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

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86）。

11、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审议事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7）。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12、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的规定，为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2019年度经营成果，公司对合并范围

内2019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公司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了减值损失。 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9）。

独立董事对上述审议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3、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0年6月12日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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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本次拟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6月12日下午14:00开始，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召开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 ：

2020-088）。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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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6日以现场与通

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地点为公司会议室（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锦业一路6号永利国际金融中心39楼会议

室）。本次会议于2020年5月5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到会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俊铭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八十二条的要求， 监事会认真审核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28,178,532.7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3%；营业利润391,642,063.48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5.79%；利润总额530,024,683.16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0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400,097,454.08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01%。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9,877,581,

690.74元，比期初增长6.10%；资产总额22,751,389,110.63元，比期初增长10.44%。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提出的《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

经营状况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有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

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真审核了《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意见如下：公司已根据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实际需要，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并得到了有效的执行，保证了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规范有序运作，在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关键环节中起到了

较好的控制和防范作用。 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

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同意《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6、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7、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真审核了《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

的《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与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

用情况相符，同意《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8、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目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多家银行拥有综合授信，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结合公司

发展计划及未来资金需求状况，未来一年中，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85亿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综合授信额度内，以银行

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核查认为：公司2020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交易双方均遵循了

客观、公开、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定价，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审议该关

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0、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核查认为：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降

低融资成本。 相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

1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合并范围内2019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公司对存在减值迹

象的资产计提了减值损失， 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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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0,097,

454.08元（合并报表），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未分配利润为2,631,918,709.64元（合并报表）。 母公司2019年

度实现净利润-40,663,708.58元，弥补2018年度亏损0元后加年初未分配利润251,186,638.85元，减去2019年

实施的2018年度利润分配现金股利0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10,522,930.27

元。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2019年度经营情况及2020年经营预算情况，公司拟定2019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股利，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二、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根据《公司章程》和《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9-2021年）》所制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在当年盈

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值，且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计划等事项（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除外）发生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期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10%。 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鉴于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于流动资金需求较大，考虑到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现状、公司流动性压力及

各项业务、工程的开展尚需要大量的资金，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稳定发展，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综合考虑公司长远发展和短期经营发展实际，公

司拟定2019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留存收益全部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偿

还债务、未来投资和发展。

三、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及使用计划

公司将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全体股东要求和意愿、投资需求、

现金流状况、资金成本以及融资环境等因素，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可缓解公司

资金紧张的局面，从而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继续开拓核心业务，完善在大健康产业领域的布局。 今后

公司将一如既往地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对投资者进行回报，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综

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与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四、董事会意见

经与会董事讨论，结合公司目前经营现状、资金状况及未来发展需要，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稳定发

展，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综合考虑公司长远

发展和短期经营发展实际，公司拟定2019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留存收益全

部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偿还债务、未来投资和发展。 本次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我们认为：

公司2019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是基于公司的实际需求出发，且符合《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

该利润分配预案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和健

康发展。

我们同意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提出的《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

的实际经营状况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有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并同

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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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下转B06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