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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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海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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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252,783,530.67

866,283,094.95

44.62%

325,197,573.45

199,368,699.06

63.11%

315,163,094.47

179,885,352.18

75.20%

392,371,147.85

100,319,968.41

291.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8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0%

5.50%

减少 0.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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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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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6,398,979.13

8,767,729,780.43

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96,114,809.33

6,468,495,433.21

5.06%

注：计算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股本为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本报告期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为 1,206,974,577 股，上年同期为 1,100,798,107 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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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25,858.30 系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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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扶持发展
3,392,206.23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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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8,946,207.86 系报告期理财产品收益。

-481,092.57 主要系报告期对外捐赠支出。

1,810,325.56

38,375.28

10,034,478.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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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8,6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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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897,230 质押

43.18%

521,196,307

其他

1.76%

21,235,294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其他

1.37%

16,500,097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1.18%

14,217,64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1.13%

13,587,625

0.97%

11,764,705

11,764,705 质押

其他

0.93%

11,176,470

11,176,470

限公司－天富 13 号资产管 其他

0.88%

10,647,058

10,647,058

0.88%

10,617,647

10,617,647

0.88%

10,617,647

10,617,647

0.88%

10,617,647

10,617,647

数量
185,69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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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5,294

资金信托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有限责 境内非国有法
任公司
安信基金－浦发银行－中
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人

14,217,648

10,800,000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
理计划
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有 境内非国有法
限合伙）
深圳国调招商并购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安徽中安健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安徽省中安健康 其他
养老服务产业投资合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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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合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 其他

0.70%

8,488,829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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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99,077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130,299,077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16,500,097 人民币普通股

16,500,09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13,587,625 人民币普通股

13,587,625

8,488,829 人民币普通股

8,488,829

姜维平

8,0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8,025,300

黄小敏

7,711,106 人民币普通股

7,711,106

7,562,545 人民币普通股

7,562,545

7,301,800 人民币普通股

7,301,800

5,666,626 人民币普通股

5,666,626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医疗保健
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聚富产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价值经
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过鑫富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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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报告期内赎回银行理财所

货币资金

1,844,786,569.05

1,308,853,692.56

40.95%

预付款项

78,394,228.18

135,179,690.24

-42.01%

388,801,822.53

750,446,694.33

-48.19%

致。
主要系2017年订单报告期发货以
及收回部分预付款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内赎回银行理财所

其他流动资产

致。
主要系报告期原料药项目技改工

在建工程

64,444,784.43

31.46% 程以及高端制剂工程新增投入所

49,023,583.45

致。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胰岛素全球代

长期待摊费用

84,260,453.06

41,609,789.55

102.50%

应付票据

17,996,706.95

31,330,000.00

-42.56%

3,693.34

-134,029.72

-102.76%

理权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票据结算减少所
致。
主要系报告期汇率变动计算外币

其他综合收益

折算差额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的变动说明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报告期维生素B5产品销售价格较上

营业收入

1,252,783,530.67

866,283,094.95

44.62%

营业成本

544,567,263.59

381,582,259.58

42.71%

16,174,988.47

11,266,348.65

43.57%

102,926,964.51

71,853,106.20

43.25% 主要系报告期研发费、职工薪酬以及中介

税金及附加

管理费用

年同期增长以及医药产品销售增加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增加,营业成本相应增
加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收入增加，税费相应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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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主要系报告期汇率下降，使汇兑损失增加
62,860,090.63

16,238,579.63

287.10%

资产减值损失

3,528,341.94

6,081,160.10

-41.98%

投资收益

7,428,509.13

-186,336.92

-4086.60%

营业外收入

3,039,656.18

20,153,889.41

营业外支出

781,836.94

462,074.91

325,197,573.45

199,368,699.06

63.11%

325,335,296.51

199,268,034.16

63.27%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回款增加，使得计提坏

业权益法核算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84.92% 主要系报告期政府补助较上期减少所致。
69.20% 主要系报告期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收入增加，净利润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减少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理财收益增加以及对联营企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所致。

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收入增加，净利润增加
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的变动说明

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收入增加，销售
392,371,147.85

100,319,968.41

291.12%

162,666,951.92

-296,490,720.62

-154.86%

25,464,741.52

124,950,781.09

-79.62%

545,797,484.31

-71,905,227.59

-859.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付的股权款减少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新增银行贷款同比减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回款增加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收回理财投资以及支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变动原因说明

少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回款和赎回理财
产品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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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6年6月27日，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帆生物”）收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邮寄的
（2016）皖民初（24）号《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文件资料，安徽信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信业"）
就其于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康集团"）、赵宽的股权纠纷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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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诉讼，亿帆生物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请如下：（1）信业医药与天康集团于2014年12月28日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及于2015年1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已于2016年4月16日解除；（2）
判令被告天康集团返还原告持有的天长亿帆70%股权；判令天康集团在2015年8月25日前支付给原告的股权
转让款人民币6,265.8万元，不予返还；（3）判令天康集团和第三人亿帆生物将上述第二项诉请中的股权
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4）如上述第三项请求不能实现，则判令被告天康集团就该股尚未开庭审理。权
向原告折价补偿，暂定人民币2.4亿元，具体补偿金额以鉴定数额为准；（5）判令被告赵宽对诉讼请求第
四项承担连带责任。具体详见2016年6月28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2）；
2018年1月8日，亿帆生物收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16）皖民初24号]，判决驳
回安徽信业医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详见2018年1月10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第
三人参加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
2018年1月24日，亿帆生物收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邮递的《民事上诉状》，安徽信业不服安徽省高
级人民法院（2016）皖民初24号的民事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二审，本案目前正处于
上诉阶段，尚未开庭审理。详见2018年1月25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本案正处于上诉阶段，尚未开庭审理，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有无影响。对此，公司将持续跟进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 年 1 月 6 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
（【2015】
民申字第 2035 号），裁定"驳回新发药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本案

2016 年 01 月 08 日
现已审查终结。公司会继续跟进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
报》上的 2016-002 号公告。

沪高民三（知）终字第 62 号民事判决非现金部分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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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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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0.00%

至

30.00%

48,097.35

至

62,526.56

动幅度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48,097.35

元）

主要系（1）报告期内第一季度公司维生素 B5 等原料药产品价格高于上年
同期，但预计第二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有较大下幅；（2）报告期美元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人民币汇率下降而产生汇兑损失，对本报告期经营业绩有一定的影响。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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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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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此次调研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
2018 年 02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互动易平台上的《2018
年 2 月 12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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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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