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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官网（www.neeq.com.cn）上发布了《2019年年度报告》（公告编

号【2020-88】），由于该公告存在错漏，本公司现予以更正。 

一、 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公司对前期财务信息进行了认真梳理和检查，发现存在会计差错，

拟对前期财务信息进行更正。并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正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拟对《2019

年年度报告》中相关内容进行更正，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 更正后的具体内容 

本次更正内容涉及《2019 年年度报告》中的第三节会计数据和

财务指标摘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中的相关内容。修改的内容包括因

财务数据更正、统计口径调整等事项导致的财务数据、财务指标调整。 

一、盈利能力 

更正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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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

例% 

营业收入 711,237,616.84 443,653,716.75 60.31% 

毛利率% 82.31% 77.78%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320,260.24 45,079,307.73 71.5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54,577,082.59 32,127,861.29 69.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8.68% 5.4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6.13% 3.87% - 

基本每股收益 0.84 0.49 71.43% 

 

更正后：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

例% 

营业收入 711,237,616.84 443,653,716.75 60.31% 

毛利率% 82.31% 77.78%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320,260.24 45,079,307.73 71.5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54,029,773.58 32,127,861.29 68.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8.68% 5.4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6.07% 3.87% - 

基本每股收益 0.84 0.49 71.43% 

二、非经常性损益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18,461.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486,748.2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6,270,221.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61,256.79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6,736,6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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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数 4,028,360.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125.40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2,743,452.55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18,461.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486,748.2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6,913,791.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61,256.79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7,380,257.38 

所得税影响数 4,124,896.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125.40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3,290,486.66 

三、补充资料 

更正前： 

（一）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461.32 -13,215.9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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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6,748.21 11,276,488.8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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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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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债权投资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6,270,221.52 3,582,531.2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61,256.79 667,407.32 

……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28,360.69 2,385,581.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125.40 176,183.90 

合计 22,743,452.55 12,951,446.43 

（二）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2019 年度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8.68  0.84   0.8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6.13   0.59   0.59  

续： 

报告期利润 

2018 年度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44   0.49   0.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3.87   0.35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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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 

（一）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461.32 -13,215.9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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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6,748.21 11,276,488.8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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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债权投资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6,913,791.06 3,582,531.2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61,256.79 667,407.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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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24,896.12 2,385,581.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125.40 176,183.90 

合计 23,290,486.66 12,951,446.43 

（二）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2019 年度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8.68  0.84   0.8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6.07   0.59   0.59  

续： 

报告期利润 

2018 年度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44   0.49   0.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3.87   0.35   0.35  

 

三、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1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