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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程先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喻海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方英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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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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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0,356,003,365.49

9,774,884,476.70

5.95%

7,283,631,274.14

6,623,948,506.23

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1,278,249,704.18

15.36%

3,796,044,739.11

10.56%

256,717,586.18

49.75%

742,154,059.21

4.37%

210,952,149.34

30.76%

643,204,642.49

-5.41%

269,951,155.72

22.21%

381,471,810.77

-58.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50.00%

0.61

3.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50.00%

0.61

3.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0%

1.07%

10.71%

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本期期末金额

系年初至本期末固定资产处置净
954,986.2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说明

收益。
系年初至本期末收到的财政奖励

84,496,634.47

及政府扶持发展资金。
系年初至本期末追加股权投资使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得原权益法核算联营企业纳入合
40,375,049.78

并范围，原持有股权投资按照公
允价值重估产生的投资收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722,016.64 系年初至本期末理财产品收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1,191,242.11 系年初至本期末外汇远期合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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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割产生损失。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主要系年初至本期末捐赠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1,812.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等。

28,314,621.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35,219.33

合计

98,949,416.7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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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605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程先锋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396,897,230 质押

42.34%

521,196,307

其他

1.73%

21,235,294

0

其他

1.18%

14,568,600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11,710,505

0 质押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10,617,647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10,617,647

0

数量
194,620,000

金元顺安基金－宁波银
行－华润深国投信托－
华润信托·韶夏增利 32 号
单一资金信托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深圳国调招商并购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10,854,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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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
安徽中安健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安徽省中安

其他

0.86%

10,617,647

0

境内自然人

0.65%

8,025,300

0

其他

0.64%

7,838,876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4%

7,816,551

0

#黄小敏

境内自然人

0.63%

7,711,106

0

其他

0.56%

6,930,003

0

健康养老服务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姜维平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顺长城量化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程先锋

数量

124,299,077 人民币普通股

124,299,077

21,235,294 人民币普通股

21,235,294

14,56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68,600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710,505 人民币普通股

11,710,505

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0,617,647 人民币普通股

10,617,647

10,617,647 人民币普通股

10,617,647

10,617,647 人民币普通股

10,617,647

8,0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8,025,300

7,838,876 人民币普通股

7,838,87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816,551 人民币普通股

7,816,551

#黄小敏

7,711,106 人民币普通股

7,711,106

6,930,003 人民币普通股

6,930,003

金元顺安基金－宁波银行－华润深国投信
托－华润信托·韶夏增利 32 号单一资金信托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05L-FH002 深

深圳国调招商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安徽中安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省
中安健康养老服务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姜维平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量
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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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姜维平先生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000,000 股，股东黄小敏先生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7,711,106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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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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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变动说明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10,081,627.26

71,359,090.48

46,231,417.90

-100.00% 系年初外汇衍生品业务本年已结清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持有待售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 205,209,680.07

-100.00%

系期初赛臻公司与出让方的债务抵偿事项在本
年度已完结所致。
主要系本期追加投资使得权益法核算联营企业

43,740,093.97

-84.51%

在建工程

321,282,113.95 215,348,027.19

49.19%

无形资产

526,638,396.21 401,537,167.54

31.16%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1,625,503.16 101,156,683.68

178.41% 主要系本期预付股权收购款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6,775,542.66

54.35% 系本期应收票据未到期结算所致。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主要系本期亿帆高端药品制剂工程新增投入所
致。

-100.00% 系年初外汇衍生品业务本年已结清所致。

-

2,063,035.15

应付票据

24,025,900.27

53,923,085.11

-55.44% 系本期应付票据到期结算所致。

预收款项

32,940,944.84

60,315,156.68

-45.39% 系年初预收款项本期发货所致。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4,962,610.15 158,813,393.97

-77.99% 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及支付年初股权款所致。

长期借款

19,192,869.38

32,195,983.18

-40.39%

递延收益

38,069,578.71

29,176,305.07

其他非流动负债
其他综合收益

- 205,209,680.07
11,083,866.75

7,714,452.70

系本期长期借款到期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所
致。

30.48%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研发相关政府补助所致。
-100.00% 同“持有待售资产”变动说明。
43.68%

主要系本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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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表项目的变动说明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变动幅度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管理费用

296,965,054.48

208,125,374.38

财务费用

28,563,414.78

17,954,682.33

其他收益

83,425,433.21

4,388,445.57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2.69%

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较上年同期增加以及发行
股份用于员工股权激励费用增加所致。

59.09% 主要系本期利息支出较上年增加所致。
1801.02%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追加股权投资使得权益法核算联营

48,634,923.22

53.97% 企业纳入合并范围，原持有股权投资按照公允

31,587,853.41

价值重估产生投资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

0

-1,932,729.20

-100.00%

列）

系本期因外汇衍生品业务全部交割，全额结转
至投资收益所致。
系年初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工具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17,618,377.81

0.00

100.00%

相关的预期信用损失调整至本科目，主要涉及
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上年同期数未做追
溯调整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

-476.94% 主要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损失所致。

-3,770,584.98

1,000,309.02

4,432,883.22

455,439.74

营业外收入

1,957,140.70

6,939,421.07

-71.80%

营业外支出

4,322,023.90

7,987,228.72

-45.89% 系本期厂区搬迁固定资产报废所致。

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873.32% 主要系本期处置闲置房产及土地所致。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非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变动说明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1）原料药板块本期现金流较上年同期减少，
一方面因收入同比下降,另一方面上年同期收到的货
款包括2017年第四季度所处维生素B5价格高位的货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81,471,810.77 911,258,835.82

-58.14%

款；（2）本期收入结构变化，应付账款周转较快的医
药产品及服务收入增长，使得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流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以上综合使得本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
度下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0,985,599.61 -263,461,714.84

-46.49%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净额增加以及收到员工激励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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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股票投资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8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通过现金收购
Perfect Trend Ventures Ltd100%股权及Dongren Singapore Pte Ltd100%股权方式间接收购Bioton
S.A. 31.65%股权的议案》，约定公司以现金人民币44,790.00万元购买宁波保税区东人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东人”）持有DONGREN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简称“新加坡东
人”）100%股权，以现金人民币26,840.00万元购买Kelipond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
Kelipond公司”）持有Perfect Trend Ventures Ltd.（以下简称“Perfect Trend公司”）100%股权。
因新加坡东人持有波兰华沙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Bioton S.A.（以下简称 “佰通公司”）
19.79%股权，Perfect Trend公司持有佰通公司11.86%的股权，若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后，公司将
以合计人民币71,630.00万元取得新加坡东人100%股权，Perfect Trend公司100%股权的形式，
最终取得佰通公司31.65%的股权，成为佰通公司第一大股东。
因本次交易涉及外汇支付，需向浙江省发改委、商务部门、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履行
报批、登记或备案等程序。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向浙江省发改委、商务部门、外汇管理局的报批、登记
和备案程序，正在办理股权交割程序。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关于公司产品纳入 2019 年版国家医保目录相关事项

2019 年 08 月 23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进展事项

2019 年 08 月 23 日

关于公司拟通过现金支付方式分别收购 Perfect Trend
Ventures Ltd100%股权及 Dongren Singapore Pte Ltd100% 2019 年 09 月 03 日
股权间接收购 Bioton S.A. 31.65%股权事项
关于公司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事项

2019 年 09 月 24 日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9-050）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9-051）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9-058）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9-059）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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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金融衍生工具

合计

初始投资

本期公允价

成本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报告期内售 累计投资收
金额

出金额

0.00

-910,826.65

0.00

0.00

0.00

0.00

-910,826.65

0.00

0.00

0.00

益
-1,191,242.
11
-1,191,242.
11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0.00 自有资金

0.00

--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自有资金

合计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80,393

12,000

0

80,393

12,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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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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