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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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郁霞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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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450,848,023.10 1,383,664,455.86 5,886,599,845.97 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209,562,153.14 870,277,918.42 5,015,052,860.13 3.8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60,465,79

4.57 

264,040,65

9.21 

572,808,44

1.38 
32.76% 

1,975,439,

688.02 

744,467,24

2.78 

1,550,804,

860.56 
2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1,940,920

.23 

4,145,658.

75 

45,912,883

.13 
100.25% 

244,379,23

1.83 

18,927,911

.68 

114,114,2

07.91 
11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9,309,123

.12 

1,454,803.

43 

1,491,937.

70 
5,886.12% 

239,175,41

5.45 

15,972,519

.08 

16,012,52

0.56 
1,39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12,961,53

8.34 

66,968,917

.07 

154,690,68

2.04 
-26.98% 

302,714,62

5.38 

185,808,56

2.45 

369,268,9

84.68 
-18.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2 0.14 35.71% 0.50 0.10 0.35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2 0.14 35.71% 0.50 0.10 0.35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0.48% 1.86% -0.06% 4.78% 2.13% 4.61%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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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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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89.07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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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5,559.84 主要为财政补助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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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865.4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49,323.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78,696.27  

合计 5,203,816.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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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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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润发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61% 184,575,437 123,587,570 质押 146,980,000 

中山松德张家港

保税区医药产业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1% 56,497,175 56,497,175   

杨树恒康张家港

保税区医药产业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3% 31,572,556 31,572,556 质押 31,572,556 

北京杨树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4% 31,096,227 31,096,227 质押 31,096,227 

华安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专

户 1 号（交易所） 

境外法人 3.71% 18,214,936 18,214,936   

长安国际信托股 其他 2.58% 12,64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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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长安投

资 904 号（浙银

资本）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长江润发张家港

保税区医药产业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7% 12,143,290 12,143,290 质押 12,143,290 

深圳市平银新动

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 7,403,863 7,403,863   

深圳市平银能矿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 7,403,863 7,403,863   

李柏森 境内自然人 1.26% 6,1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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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 60,987,867 人民币普通股 60,987,867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

信托-长安投资 904 号（浙银资本）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642,864 人民币普通股 12,642,864 

李柏森 6,187,500 人民币普通股 6,187,5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环保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400,067 人民币普通股 4,400,067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莱沃

5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377,817 人民币普通股 4,377,817 

张家港市金港镇资产经营公司 3,3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40,000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9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70,000 

东吴证券-南京银行-东吴长江润发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813,133 人民币普通股 2,813,13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医药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91,369 人民币普通股 2,291,369 

高雅萍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郁全和为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郁全和与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为上

市公司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控股股东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东吴证券－南京银行

－东吴长江润发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本公司股份 2,813,133 股，通过“西藏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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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西藏信托-莱沃 5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本公司股份 4,377,817 股；长江润

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同一控

股股东；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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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期末金额 

（或本期金额） 

期初金额 

（或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55,734,626.54   1,735,210,880.51  -44.92% 主要是资金购理财转入其他流动资产科目

反映所致 

应收票据  87,809,586.23   175,890,898.68  -50.08% 应收票据降低主要是销售政策调整所致 

应收帐款  247,685,918.94   188,404,930.58  31.46% 应收帐款增加主要是因为销售政策调整所

致 

预付帐款  191,123,598.59   61,390,344.04  211.33% 主要是购买钢坯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88,742,194.53   12,882,980.33  9127.23% 主要是资金购理财转入其他流动资产科目

反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2,750,000.00   53,000,000.00  75.00% 主要是投资长江星辰及资金理财所致 

在建工程  25,651,448.03   178,492,553.32  -85.63% 主要是浦钢二期项目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应付票据  236,168,548.00   123,555,402.80  91.14% 主要是本期购进原料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41,579,848.97   27,158,371.92  53.10% 主要是本期增值税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316,446.61   16,551,682.21  -98.09% 主要是款项收回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364,823.87   427,435.45  -185.35% 主要是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未分配利润  548,141,149.30   352,839,596.97  55.35% 主要是本期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

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23,151,216.11   12,428,632.96  86.27% 主要是本期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

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372,714,356.45   109,542,636.68  240.25% 主要是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及收入增长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23,945,730.99   5,793,280.47  313.34% 主要是存货跌价所致 

营业外支出  192,424.19   1,640,800.87  -88.27% 主要是对外捐赠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4,723,390.76   -2,902,076,379.30  -55.04% 主要是上期购买子公司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879,563.41   -97,391,001.20  -276.48% 主要是本期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31,200,003.97   -2,629,489,120.36  -68.39% 主要是上期购买子公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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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控股股东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基于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计划自2017年5

月8日起12个月内累计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即不超过9,815,535股）；截至本报告期末，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通过

二级市场竞价方式直接增持3,922,848股股份，通过“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莱沃5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增持4,37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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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合计增持公司8,300,66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69%。 

2、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简称“海灵化药”）以自有

资金9,000万元对其控股子公司西藏贝斯特药业有限公司（简称“西藏贝斯特”）进行了增资，截至报告期末，海灵化药已完

成本次增资事项，本次增资后，海灵化药对西藏贝斯特的持股比例由70%提高至97%。 

3、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设立了长江

星辰张家港保税区医疗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简称“长江星辰”），报告期，长江星辰引入了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合

伙人。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事项 2017 年 07 月 02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向其控

股子公司增资的事项 
2017 年 08 月 28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参与投资设立长江星辰暨关联交易

事项 
2017 年 09 月 1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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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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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92.32% 至 137.28%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30,800 至 38,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014.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医药业务板块稳定增长，传统机械制造板块受市场价格竞争、原材料

涨价等因素叠加影响出现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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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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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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郁霞秋 

2017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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