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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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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明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明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席文英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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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360,428,686.55 4,081,272,274.36 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137,446,506.01 3,896,512,694.13 6.1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7,569,178.46 35.95% 773,680,241.59 1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7,865,129.99 52.58% 390,629,856.38 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1,010,350.23 32.62% 313,525,503.87 -5.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8,389,897.33 138.11% 361,824,430.08 57.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05 52.55% 0.5703 9.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05 52.55% 0.5703 9.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7% 1.26% 9.6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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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91,107.1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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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1,447.2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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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149,3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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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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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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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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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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2,515.3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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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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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03,580.2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154,384.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69,223.05  

合计 77,104,35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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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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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明波 境内自然人 22.57% 154,550,004 115,912,503   

新乡白鹭投资集 国有法人 21.09% 144,412,993  质押 6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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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 

吕剑锋 境内自然人 1.40% 9,561,100  质押 1,760,600 

汪滨 境内自然人 1.20% 8,221,300  质押 1,823,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7% 8,024,100    

金燕 境内自然人 0.95% 6,494,200    

中欧基金-农业

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72% 4,917,700    

大成基金-农业

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72% 4,917,700    

华夏基金-农业

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72% 4,917,700    

银华基金-农业

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72% 4,91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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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4,412,993 人民币普通股 144,412,993 

徐明波 38,637,501 人民币普通股 38,637,501 

吕剑锋 9,561,100 人民币普通股 9,561,100 

汪滨 8,221,300 人民币普通股 8,221,3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024,100 人民币普通股 8,024,100 

金燕 6,494,200 人民币普通股 6,494,2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4,917,7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7,7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4,917,7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7,7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4,917,7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7,7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 4,917,7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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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为徐明波先生、第二大股东为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上述两大股东同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八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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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大股东中，吕剑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5,525,500 股，通过投

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 4,035,6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9,561,100 股。汪

滨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7,707,5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

公司股票数量为 513,8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8,221,300 股。金燕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10,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6,484,2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6,494,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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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长65.95%，系新股申购及股票公允价值

增加较大所致。 

2、应收票据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减少80.11%，系本期以应收票据结算的交易减少所致。 

3、预付账款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长57.29%，系预付材料款、支付服务费等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长141.16%，主要系本期转让南京卡文迪许股权部分款项尚未收到所致（10月

份已收到该笔款项）。 

5、固定资产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长50.08%，系本期大兴产业基地房屋竣工验收，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6、在建工程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减少53.18%，系本期大兴产业基地房屋竣工验收，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7、应付账款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加61.70%，系本期购买材料、接受劳务等经营活动应付款增加所致。 

8、预收款项本报告期比上年度末增加69.34%，系销售模式改变，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9、其他应付款本报告期比上年度末增加97.92%，系本期收到的保证金增加较大所致。 

10、其他综合收益本报告期比上年度末减少112.03%，系本期出让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大所致。 

11、销售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267.28%，系公司调整销售策略，扩展销售渠道相关费用增加较大所致。 

12、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2788.83%，主要系本期股票市值增加所致。 

13、投资收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179.50%，主要系本期股票收益、理财到期收益以及转让股权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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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30日，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让参股公司南京卡文迪许

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32%股权的议案》，现公司已收到许永翔先生、张家港惠泽商务咨询中心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4000

万元，并积极配合许永翔先生、张家港惠泽商务咨询中心进行后续的工商变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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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至 15.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45,210.76 至 51,992.37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5,210.76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上市产品逐渐丰富、市场扩大，销售收入及投资收益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

来源 

股票 45,872,464.19 15,890,207.64  9,170,962.66 2,828,970.15 2,578,242.28 60,541,576.43 
自有

资金 

股票 39,553,002.53  17,067,528.87  63,772,941.23 36,271,029.87 28,525,605.94 
自有

资金 

合计 85,425,466.72 15,890,207.64 17,067,528.87 9,170,962.66 66,601,911.38 38,849,272.15 89,067,18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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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明波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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