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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4            证券简称：海辰药业            公告编号：2022-026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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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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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50,605,102.60 162,203,581.18 -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620,961.53 13,509,866.40 -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073,130.76 13,045,757.33 -7.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136,476.98 18,153,992.05 -321.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52 0.1126 -6.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52 0.1126 -6.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1.97%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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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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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690,403.80 1,302,008,303.05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962,869,634.42 950,327,287.26 1.32%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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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2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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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2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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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407,210.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2,131.52  

减：所得税影响额 50,072.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4.74  

合计 547,830.77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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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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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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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期末数比年

初数增减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0,407,210.96   -     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未赎回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4,218,439.67   2,366,177.74  500.90% 报告期内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2,527,171.68   6,738,050.41  234.33% 报告期内预付款项未结算所致。 

 其他应收款   672,252.77   167,364.54  301.67% 报告期内增加备用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4,331,960.64   10,979,880.63  30.53% 报告期内子公司留抵税金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91,167,061.01   437,579,599.12  -56.31% 报告期内转让部分股权投资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17,246,852.59   2,853,815.48  504.34% 报告期内公司增加房屋出租面积所

致。 

 在建工程   136,501,761.67   95,064,620.34  43.59% 报告期内子公司工程建设投入所致。 

 短期借款   66,069,130.56   100,109,270.85  -34.00% 报告期内偿还部分流动资金贷款所

致。 

 合同负债   2,630,809.82   7,210,249.05  -63.51% 报告期内产品销售款项本期结算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241,256.36   4,255,814.89  -94.33% 上年末公司计提年终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29,823,627.84   13,004,656.65  129.33%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企业所得税增加

所致。 

 其他应付款   23,711,885.00   11,780,021.76  101.29% 报告期内预收货物保证金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293,792.09  

  

41,466,021.50  

 

-46.2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转让部分股权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实现所致。 

 专项储备   64,385.63   143,000.00  -54.98% 报告期内公司安全生产费用本期结

算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比上

年同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40,067,166.57   30,644,305.34  30.7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产品结构

调整所致。 

 研发费用   4,789,264.33   7,676,524.25  -37.61% 公司研发项目费用化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07,210.96   56,387.52  622.17% 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计提收

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132,580.54   123,947.77  -1013.76% 报告期应收款项增加坏账准备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431,129.98   33,635.63  -7327.84% 报告期内增加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61,253.02   -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95,966.73   6,326.14  1416.99% 主要原因是清理三年以上款项所致。 

 营业外支出   2,124.94   92,908.01  -97.71% 上年同期固定资产报废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比上

年同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136,476.98   18,153,992.05  -321.0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收到

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247,822.60  

 

 -7,659,685.62  

 

-403.51% 

主要原因是：1、报告期内股权转让

收益收回所致；2、公司闲置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886,571.19   -1,725,833.33  820.52%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偿还贷款

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10,226.23  

 

 -23,969.20  

 

-57.34% 

报告期内外币汇率变化所致。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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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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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曹于平 境内自然人 42.08% 50,491,306 37,868,479 质押 14,420,000 

姜晓群 境内自然人 9.98% 11,973,913 8,980,435   

柳晓泉 境内自然人 6.65% 7,982,608 5,986,956   

姚晓敏 境内自然人 3.33% 3,991,305 2,993,479   

西藏信托有限公

司－西藏信托－

智臻33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7% 2,127,730 0   

蒋金元 境内自然人 0.88% 1,053,450 0   

毛幼聪 境内自然人 0.73% 872,100 0   

魏娟意 境内自然人 0.71% 848,224 0   

魏巍 境内自然人 0.59% 710,658 0   

#宋姿蓉 境内自然人 0.56% 671,1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曹于平 12,622,827 人民币普通股 12,622,827 

姜晓群 2,993,478 人民币普通股 2,993,478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

智臻 3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27,730 人民币普通股 2,127,730 

柳晓泉 1,995,652 人民币普通股 1,995,652 

蒋金元 1,053,450 人民币普通股 1,053,450 

姚晓敏 997,826 人民币普通股 997,826 

毛幼聪 872,100 人民币普通股 872,100 

魏娟意 848,224 人民币普通股 848,224 

魏巍 710,658 人民币普通股 710,658 

#宋姿蓉 671,100 人民币普通股 671,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大股东曹于平先生与第二大股东姜晓群女士系夫妻

关系，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2,465,219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52.05%，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第十大股东宋姿蓉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631,10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0,000 股，合计持有 671,100 股。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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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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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亿元，同比下降7.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的净利润1262万元，同比下降6.58%。 

报告期内，公司制剂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受注射用盐酸兰地洛尔进入医保

目录及利伐沙班片进入国家集采的驱动，注射用兰地洛尔和利伐沙班片放量明

显。公司注射用盐酸兰地洛尔于2021年12月进入国家医保谈判目录，报告期内，

随着各省新医保政策的落地，公司迅速开拓注射用盐酸兰地洛尔市场，已开发近

400家医院。注射用盐酸兰地洛尔临床目标人群广，同类产品销量可观，市场潜

力巨大。报告期内，注射用盐酸兰地洛尔销售额2522万元，同比上升34617%；

销量18.11万支，同比上升125669%。公司利伐沙班片于2021年6月中标国家第五

批集采，在中标的8个省份迅速进入临床医院，报告期内，在春节和疫情的影响

下，利伐沙班片依然保持稳定销售，销售额1486万元，销量19.8万盒。注射用盐

酸兰地洛尔和利伐沙班片将成为公司2022年的主要增长点。 

    报告期内，受医保报销范围受限、国家集采、省级联盟集采等影响，部分制

剂品种销量及价格下滑。报告期内，公司制剂产品销售具体情况：注射用托拉塞

米（商品名：泽通）销售额3838万元，同比下降52%；注射用替加环素销售额952

万元，同比下降29%；注射用头孢西酮钠销售额573万元，同比下降39%；除上

述产品外，公司注射用单磷酸阿糖腺苷、兰索拉唑肠溶片、伏格列波糖片等销量

同比上升，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硫酸氨基葡萄糖泡腾片、

硫酸氨基葡萄糖颗粒等同比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中间体共实现销售额2296万元，销量3870kg。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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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4,560,166.47 115,595,568.2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0,407,210.96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32,398,257.10 110,947,526.74 

  应收款项融资 14,218,439.67 2,366,177.74 

  预付款项 22,527,171.68 6,738,050.41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672,252.77 167,364.54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62,212,014.51 55,160,644.73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4,331,960.64 10,979,880.63 

流动资产合计 501,327,473.80 301,955,213.06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91,167,061.01 437,579,599.12 

  投资性房地产 17,246,852.59 2,853,815.48 

  固定资产 282,984,990.98 275,592,935.76 

  在建工程 136,501,761.67 95,064,620.34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71,670.69 91,217.22 

  无形资产 120,461,152.11 122,330,1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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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支出 53,306,670.22 50,590,876.59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066,560.73 11,761,406.77 

  其他非流动资产 3,556,210.00 4,188,51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818,362,930.00 1,000,053,089.99 

资产总计 1,319,690,403.80 1,302,008,303.0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6,069,130.56 100,109,270.85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63,652,884.99 51,452,577.98 

  应付账款 34,349,763.17 28,809,415.36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2,630,809.82 7,210,249.0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241,256.36 4,255,814.89 

  应交税费 29,823,627.84 13,004,656.65 

  其他应付款 23,711,885.00 11,780,021.76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0,111,675.36 80,166,163.18 

  其他流动负债 5,858,518.68 4,636,998.59 

流动负债合计 326,449,551.78 301,425,168.31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0,099,259.48 10,639,198.01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293,792.09 41,466,0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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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2,393,051.57 52,105,219.51 

负债合计 358,842,603.35 353,530,387.82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12,459,559.40 212,459,559.4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64,385.63 143,000.00 

  盈余公积 60,000,000.00 60,000,000.0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70,345,689.39 557,724,727.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62,869,634.42 950,327,287.26 

  少数股东权益 -2,021,833.97 -1,849,372.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960,847,800.45 948,477,915.2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19,690,403.80 1,302,008,303.05 

法定代表人：曹于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清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国锋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50,605,102.60 162,203,581.18 

  其中：营业收入 150,605,102.60 162,203,581.1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33,921,540.37 148,267,435.87 

  其中：营业成本 40,067,166.57 30,644,305.34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2,514,573.84 3,344,911.30 

     销售费用 67,106,571.90 91,094,974.95 

     管理费用 17,434,987.82 13,931,115.41 

     研发费用 4,789,264.33 7,676,5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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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2,008,975.91 1,575,604.62 

      其中：利息费用 2,242,200.09 1,723,541.68 

         利息收入 264,818.27 176,624.38 

  加：其他收益 558,528.26 569,285.82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07,210.96 56,387.52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1,132,580.54 123,947.77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2,431,129.98 33,635.63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461,253.02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3,624,337.91 14,719,402.05 

  加：营业外收入 95,966.73 6,326.14 

  减：营业外支出 2,124.94 92,908.0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3,718,179.70 14,632,820.18 

  减：所得税费用 1,269,680.11 1,335,337.4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2,448,499.59 13,297,482.78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2,448,499.59 13,297,482.78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620,961.53 13,509,866.40 

  2.少数股东损益 -172,461.94 -212,383.62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

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

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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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

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2,448,499.59 13,297,482.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12,620,961.53 13,509,866.4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72,461.94 -212,383.62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052 0.112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052 0.1126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

元。 

法定代表人：曹于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清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国锋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1,681,320.26 178,421,659.53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

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

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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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645,062.39 381,366.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4,326,382.65 178,803,026.0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7,639,812.11 11,114,209.28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

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20,478,244.73 20,618,622.4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065,428.43 27,214,092.7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5,279,374.36 101,702,109.4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4,462,859.63 160,649,033.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36,476.98 18,153,992.0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46,412,538.11 30,062,166.66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9,888.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6,432,426.11 30,062,166.6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3,184,603.51 16,221,852.28 

  投资支付的现金 160,000,000.00 21,5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3,184,603.51 37,721,852.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247,822.60 -7,659,685.6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1,000,000.00 7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1,000,000.00 7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5,000,000.00 7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1,806,571.19 1,725,833.33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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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6,886,571.19 71,725,833.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86,571.19 -1,725,833.3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0,226.23 -23,969.2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785,451.80 8,744,503.9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3,795,568.27 102,402,324.9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1,010,116.47 111,146,828.84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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