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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06             证券简称：九强生物             公告编号：2022-104 

债券代码：123150             债券简称：九强转债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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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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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82247199 010-8224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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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jiuqiangzhengquan@bsbe.com.cn jiuqiangzhengquan@bsb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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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007,160.85 807,813,464.04 -1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2,849,893.45 221,181,121.01 -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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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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99,253.03 215,962,646.21 -27.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3,968,114.92 82,970,268.28 73.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8 -26.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8 -2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3% 6.69%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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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3,648,744.01 4,319,709,471.19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87,748,310.11 2,874,365,713.69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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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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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医药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43% 90,879,302 87,209,302   

刘希 境内自然人 11.38% 67,013,676 50,260,257   

罗爱平 境内自然人 10.38% 61,162,177 45,871,633   

孙小林 境外自然人 8.56% 50,391,452 37,793,589   

邹左军 境内自然人 6.71% 39,504,833 29,628,625   

ZHOU XIAOYAN 境外自然人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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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23,919,500 0   

陈翚 境内自然人 1.70% 9,987,202 0   

程辉 境内自然人 1.61% 9,478,437 0   

#玄元私募基金

投资管理（广

东）有限公司－

玄元科新 72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25% 7,383,5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刘希、罗爱平、孙小林、邹左军、ZHOU XIAOYAN、

华盖信诚医疗健康投资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程辉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7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

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7,383,550 股股份。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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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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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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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2022 年北京九

强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创

业板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 

九强转债 123150 
2022 年 06 月

30 日 

2028 年 06 月

29 日 
113,900 

第一年 0.3%、

第二年 0.5%、

第三年 1.0%、

第四年 1.5%、

第五年 2.3%、

第六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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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 30.22% 32.5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9.72 61.72 

三、重要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081 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2年 6月 30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1,139 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113,900.00 万元。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起在深交所挂

牌交易，债券简称“九强转债”，债券代码“123150”。 

公司相关回购注销涉及人数 5 人，回购注销的股份合计 142,395 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 588,984,300 股的 0.0242%， 

回购价格为 7.65 元/股，公司已以货币资金方式支付回购价款人民币 1,089,321.75 元。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办理完成。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减少至 588,841,905 股。 

因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九强转债”转股价格不

变，仍为 17.63 元/股。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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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邹左军 

2022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