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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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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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吉满 董事 个人原因 胡晋 

公司负责人安怀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肖娅筠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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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45,619,839.85 1,561,306,722.03 -2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016,487.45 61,806,270.12 -12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771,310.23 61,347,938.31 -120.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8,161,795.95 108,319,994.99 101.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1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1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 1.2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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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8,922,713.30 10,419,401,537.72 -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36,056,952.87 4,837,089,530.25 -2.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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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8,011.8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10,158.6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57,853.3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75.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230.43  

合计 -245,17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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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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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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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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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誉曦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52% 358,764,349 0 

冻结 358,764,349 

质押 358,764,349 

安怀略 境内自然人 7.84% 130,743,878 98,057,908 质押 34,010,000 

UCPHARM 

COMPANY 

LIMITED 

境外法人 5.11% 85,230,788 0 质押 82,848,931 

君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其他 4.90% 81,681,009 0   

琪康国际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3.28% 54,688,935 0 质押 52,678,835 

深圳市拾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丹青二期创

新医药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83% 30,590,837 0   

宿迁大熙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22,748,853 0   

深圳市对口支援

办公室 
国有法人 1.36% 22,651,520 0   

北京民生新晖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20,847,621 0   

孙燕生 境内自然人 0.98% 16,39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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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誉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8,764,349 人民币普通股 358,76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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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PHARM COMPANY LIMITED 85,230,788 人民币普通股 85,230,788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81,681,009 人民币普通股 81,681,009 

琪康国际有限公司 54,688,935 人民币普通股 54,688,935 

安怀略 32,685,970 人民币普通股 32,685,970 

深圳市拾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丹青二期创新医药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590,837 人民币普通股 30,590,837 

宿迁大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2,748,853 人民币普通股 22,748,853 

深圳市对口支援办公室 22,651,520 人民币普通股 22,651,520 

北京民生新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847,621 人民币普通股 20,847,621 

孙燕生 16,392,324 人民币普通股 16,392,3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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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6,531,010.94   12,623,348.88  -48.26% 报告期内税收留抵金额下降 

  应付票据   96,848,391.57  185,614,681.35  -47.82% 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到期 

  应付职工薪酬   15,371,824.19   25,250,259.84  -39.12% 报告期内支付2019年年终奖 

  应交税费   24,819,001.49    44,056,447.23  -43.67% 报告期内收入与利润下降 

  持有待售负债 -    42,000,000.00  -100.00% 报告期内处置道真中医院 

二、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8,013,263.91 12,406,438.54 -35.41%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研发

工作较上年同期减少 

  利息费用 5,017,519.34 14,045,666.20 -64.28% 

1、报告期内收到的贷款贴息

增加；2、报告期内银行保理

业务较上年同期减少 

  其他收益 1,368,011.80 2,087,449.00 -34.46% 
本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

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收益 -1,300,300.61 294,304.61 -541.82% 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损失 

  所得税费用 5,752,926.73 14,455,023.60 -60.20% 报告期内利润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3,016,487.45 61,806,270.12 -121.06%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销售

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固定

性费用（如：人员基本工资、

折旧、摊销）较上年同期并

未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8,161,795.95 108,319,994.99 101.40% 

1、报告期内销售收到现金比

上年同期增加；2、报告期内

采购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7,904,529.72 -42,110,290.02 -61.25% 

报告期内支付上年度收购的

子公司尾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6,717,396.27 -259,947,425.52 191.06% 

报告期股票回购较上年同期

减少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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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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初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从捐赠防疫物资、紧急护送药品、生产抗

疫中成药、研发检测试剂盒到医护人员驰援湖北疫区，公司全方位投入抗疫行动。公司下属

七家医院全力参与到抗击疫情的战役中，先后有36名医护工作者奔赴湖北抗疫一线，共计

4,000余名医务人员在疫情期间坚守岗位，为有效控制疫情尽职尽责，继而又全面助力复工、

复产、复学防控工作。公司将继续夯实自身核心竞争力与综合服务能力，做好疫情期间及后

续平稳期的医疗及防疫工作。 

2、报告期内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减资

的议案》，同意对中肽生化和康永生物合计减少注册资本 63,000 万元，减资后，中肽生化

及 康 永 生 物 仍 为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 详 情 可 参 见 公 司 刊 登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在报告期内实施完毕了股份回购方案，本次回购计划累计回购股份数量83,376,7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其中最高成交价为5.97元/股，最低成交价4.78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 455,302,846.64元（不含交易费用）。详情可参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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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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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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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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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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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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