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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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陇科学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58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邬军晖

莫娇

办公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新瑞路 6 号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新瑞路 6 号

电话

020-62612188

0754-82481503

电子信箱

wujh@xilongs.com

mojiao@xilon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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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586,892,933.10

1,093,587,743.75

45.11%

35,244,630.85

55,234,988.29

-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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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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1,051.13

47,492,480.61

-57.86%

-47,879,817.32

-69,315,429.34

30.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9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9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3.17%

-1.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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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0,719,295.01

2,372,548,499.96

-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74,266,428.95

1,741,175,562.13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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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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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波

境内自然人

15.79%

92,391,135

69,293,351 质押

87,119,284

黄少群

境内自然人

12.73%

74,500,000

55,875,000 质押

72,260,000

黄伟鹏

境内自然人

12.39%

72,537,500

54,403,125 质押

64,680,000

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
境内非国有法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7%

32,582,750

32,582,750

新疆名鼎股权投资管理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企业（有限合伙）

3.17%

18,566,251

13,924,688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平
安资产鑫享 7 号保险资产 其他
管理产品

2.72%

15,913,430

15,913,430

嘉兴品松投资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合伙）

2.70%

15,790,102

15,790,102

黄侦杰

境内自然人

2.61%

15,247,500

11,435,625 质押

15,247,500

黄侦凯

境内自然人

2.61%

15,247,500

11,435,625 质押

15,240,000

1.52%

8,899,585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鑫
其他
享 3 号资产管理产品

8,899,585

黄伟波、黄伟鹏、黄少群、黄侦凯、黄侦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
黄伟波、黄伟鹏、黄少群系兄弟关系，黄侦凯、黄侦杰系黄伟波之子。新疆
名鼎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股东为公司高管及员工。上海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品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平安资产参与了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实际控制人与
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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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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化工+医疗健康”发展战略，在保持化学试剂业务发展同时，不断向生命科学领域延伸，从实
验室化学试剂、体外诊断试剂，到基因测序服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如下：
1、生产中心布局进一步优化
公司佛山生产基地设计的1万吨/年超净高纯试剂与5万吨/年PCB用化学试剂产能项目已经投入运营。报告期内佛山各项
基础建设、资质申请、人员储备等均已按计划逐步到位，佛山生产基地生产成为公司最大的生产中心，并顺利承接了乙腈、
无水乙醇、异丙醇、硼酸等多系列产品的产能转移。公司现有生产基地合理布局，协同优势凸显。
节能减排与品质提升相辅相成，公司持续开展关键设备的技术改造与产品技术改进。报告期内，公司有机液体类高纯
试剂微量阴阳离子及微细颗粒脱除、深度脱水技术大幅提高了高端有机溶剂类高纯试剂的一次合格率，巩固了这类产品生产
工艺及质量在国内的领先优势。特种固体试剂冷却、蒸发、结晶过程绿色工艺质量控制技术为公司原有固体试剂产品在新材
料领域拓展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持。热泵蒸发技术及设备应用于无机试剂的蒸发工艺、有机高纯试剂的精馏工艺的节能改造，
大幅减少产品综合能源消耗。
2、供应链建设进一步完善
报告期内，公司华东、华南、华中、华北、西南五大仓储物流中心分工协作，配合一体化的业务管理和实时供应链管
理体系，提高服务和响应能力，更好的满足电商平台以及线下业务的客户需求。
3、基因检测业务有序进行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福建福君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控制的福州福瑞医学检验所取得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福君
基因与和美医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福君基因向和美咨询及其指定的权属和关联单位提供孕前单基因疾病
基因检测、新生儿遗传性疾病基因检测、遗传性肿瘤风险预测、遗传性疾病基因检测、临床外显子、全外显子&全基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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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双方共同开展基因测序业务的推广。
4、积极开展生物试剂的研发
持续完善蛋白质抗原、质控品等体外诊断试剂原料的研发、生产、市场推广及销售；研发分子诊断和二代测序用核酸
提取试剂盒等产品开发、推广与销售。关注和调研体外诊断试剂的发展趋势和热点，并对部分实施跟踪和预研，为公司大力
发展体外诊断试剂方向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5.11%，主要为化工原料电商平台“有料网”上线运作，推动化工原料销售收入大幅增
长。报告期内，因化工原料毛利下降，且因收购阿拉丁股权项目终止,支付各种中介费用及维权费用增加，并列支公益性捐
赠支出500万元，以上多种因素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36.19%。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成本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分行业
化工行业

1,570,866,518.19 1,378,896,685.44

12.22%

52.43%

65.44%

-6.90%

分产品
电子化学品

359,167,781.22

253,940,871.50

29.30%

1.24%

1.22%

0.02%

通用试剂

302,367,488.93

260,330,822.70

13.90%

15.83%

19.67%

-2.76%

化工原料

870,416,760.08

835,105,357.38

4.06%

123.60%

139.48%

-6.36%

华南地区

708,383,237.78

559,040,802.71

21.08%

42.39%

58.30%

-7.93%

华东地区

548,124,275.49

509,281,380.88

7.09%

37.70%

47.18%

-5.98%

境外地区

258,454,041.01

255,463,433.07

1.16%

158.69%

162.58%

-1.46%

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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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增
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收购广州拧天化工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于2017年2月完
成工商变更，变更公司名称为广州西陇创新园管理有限公司。
2、减少
本公司2016年末处置持有的西陇(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本报告期西陇(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不再纳入
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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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伟鹏
201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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