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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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明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唐华翠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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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85,400,631.74 24,586,646,034.03 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497,577,131.42 15,725,668,037.51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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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7,471,689.17 3.64% 18,007,792,023.00 1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9,979,504.96 7.02% 2,605,028,868.31 1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94,774,844.23 6.34% 2,430,640,970.10 7.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225,665,641.60 -56.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0 7.02% 2.50 10.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0 7.02% 2.50 1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3% -0.55% 15.47%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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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5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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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16,9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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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24,218.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04,000.1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271,597.6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3,156.45  

合计 174,387,89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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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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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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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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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 41.52% 432,426,597 0  0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9% 105,109,600 0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9.36% 97,500,000 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40% 56,221,936 0  0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9% 35,343,424 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40% 24,996,598 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6% 12,129,800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0.94% 9,763,870 0  0 

陈发树 境内自然人 0.86% 8,948,211 0  0 

香港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59% 6,093,3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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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432,426,597 人民币普通股 432,426,597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5,1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109,6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9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7,5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221,936 人民币普通股 56,221,936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343,424 人民币普通股 35,343,42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996,598 人民币普通股 24,996,59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12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29,8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9,763,870 人民币普通股 9,763,870 

陈发树 8,948,211 人民币普通股 8,94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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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6,093,363 人民币普通股 6,093,3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发树是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余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情况不详。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上述前 10 名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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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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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余额/本报告期 期初余额/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6,597,066,264.79 2,002,300,036.42 229.47% 本期购买货币基金增加。 

应收账款 1,509,679,144.84 1,012,036,371.97 49.17% 
子公司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收入增长带来的

应收账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45,832,913.10 58,083,933.78 151.07% 子公司省医药收到的保证金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784,416.31 - 100.00% 
子公司云南白药清逸堂实业有限公司新增联

营企业。 

其他流动资产 542,210,418.46 4,343,657,186.51 -87.52% 母公司持有的银行理财产品本期全部赎回。 

投资性房地产 297,652.22 6,742,491.28 -95.59% 母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收回不再出租。 

其他非流动资产 9,932,258.25 16,233,410.00 -38.82% 
期初含子公司大理药业预付长期资产款重分

类，本期无。 

预收款项 257,871,936.76 1,069,912,787.31 -75.90% 药品事业部、健康品事业部预收货款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79,169,687.69 138,714,995.62 -42.93% 本期支付了年初未付职工薪酬。 

应付利息 56,517,000.00 28,887,833.33 95.64% 计提公司债利息。 

长期借款 2,500,000.00 6,100,000.00 -59.02% 长期借款到期偿还。 

税金及附加 122,487,681.41 85,513,662.32 43.24% 
根据财会【2016】22号文规定，将原计入管理

费用的税金计入税金及附加科目。 

管理费用 258,606,811.49 379,596,188.83 -31.87% 本期存货盘亏损失较上期下降。 

财务费用 62,077,650.13 46,790,795.17 32.67% 应付公司债利息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0,878,594.92 34,068,966.73 -38.72% 
应收款项较去年同期减少，计提的坏账准备相

应减少。 

其他收益 28,715,000.00 - 100.00% 
按照新准则将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调整至其他收益列示。 

营业外收入 39,644,964.25 57,117,083.48 -30.59% 

按照新准则将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调整至其他收益列示。上期收到的不作追溯

调整。 

营业外支出 4,876,591.45 3,453,201.57 41.22% 
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健康产品有限公司非流

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25,665,641.60 2,792,285,366.45 -56.11% 

本期票据贴现减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较上期仅增加 13.66亿元，增幅6.89%；

但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增

加 26.85亿元，增幅 20.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75,174,219.33 -3,417,323,395.73 91.95% 

本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9.67亿元，较上期

增加 39.17亿元，增幅 78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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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74,271,717.10 331,730,380.05 -363.55% 

上期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8.97 亿元，本期无；

本期分红金额增加，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同比增长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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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8日，公司接到股东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称其计划在自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或者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等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

份10,4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公司于2017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17-23），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年6月16日，公司接到合和集团《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白药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告知函》称截

止2017年6月15日，减持计划完成数量已过半，减持天数为2017年5月24日至6月15日，共计15个交易日，减持股数5,212,583

股，减持比例0.50%，减持后仍持有公司109,627,107股，占云南白药总股本10.53%。公司于2017年6月19日披露了《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33），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年8月23日，公司收到合和集团《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白药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

称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减持天数为2017年5月24日至7月4日，共计28个交易日，减持股数9,730,000股，累计减持股份比例为

0.9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43）。 

2、2017年5月26日公司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5

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31）。 

2017年7月12日，公司披露了《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7-35），确定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7年7月1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7月18日，公司在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完成了权益分派事宜，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2017年7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对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进行了调整变更。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2017年第四次会议，经监事投票表决，

选举游光辉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

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36）、《第八届监事会2017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7-38）。同日，公司对2017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额度进行了调整，新增与关联方西藏聚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新增交易额度为11,282.05万元，调增后公司2017年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13,197.76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584,352.66 万元的0.83%，不需报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2017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37）。 

4、2017年8月23日，公司收到合和集团《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白药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

称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减持天数为2017年5月24日至7月4日，共计28个交易日，减持股数9,730,000股，累计减持股份比例为

0.9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43）。 

5、2017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2017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按照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

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了合理变更。本次会计准则变更对公司本期所有者权益和损益变动无

影响，同时，因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追溯调整，变更亦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重大影

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39）、《第八届监事会2017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40）和《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41）。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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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 2017 年 04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main/

bulletin_detail/true/1203424345?announceTime=2017-04-29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实施进展 2017 年 06 月 19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main/

bulletin_detail/true/1203629686?announceTime=2017-06-19

%2011:41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2017 年 07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main/

bulletin_detail/true/1203693887?announceTime=2017-07-12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

调整变更 
2017 年 07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main/

bulletin_detail/true/1203722098?announceTime=2017-07-21 

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 2017 年 07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main/

bulletin_detail/true/1203722099?announceTime=2017-07-21 

增加 2017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2017 年 07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main/

bulletin_detail/true/1203722097?announceTime=2017-07-21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满 2017 年 08 月 24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main/

bulletin_detail/true/1203854923?announceTime=2017-08-24 

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 08 月 24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main/

bulletin_detail/true/1203854921?announceTime=2017-08-24 

2017 年 08 月 24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main/

bulletin_detail/true/1203854922?announceTime=2017-08-24 

2017 年 08 月 24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main/

bulletin_detail/true/1203854929?announceTime=2017-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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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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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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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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9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兴业证券、广发基金等一行 3 人，实地调研了解混

合所有制改革完成后公司运营状况和发展规划。 

2017 年 09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富瑞金融、三井住友等一行 7 人，实地调研了解公

司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 

2017 年 09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中金公司、仁道资产等一行 5 人，实地调研了解半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 

2017 年 09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兴业证券、国金证券等一行 15 人，实地调研了解

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及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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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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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扶贫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丰富扶贫助困方式，加

大扶贫工作力度，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公司开展了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等多种形式的扶贫工作，切实履行公司社

会责任。 

三季度，公司强化对帮扶地区中药材种植产业的巡查力度，委派中药材种植和管理专家赴帮扶地区对药材种植管理、产地加

工、病虫害防控等进行指导，确保了帮扶地区药材种植产业健康发展。强化教育扶贫工作，对帮扶地区提供助学金资助。同

时，公司在帮扶地区开展基层医生培训工作，帮助帮扶地区提升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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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其中：1.资金 万元 70.70 

    2.物资折款 万元 40.67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其中：  1.1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类型 —— 农林产业扶贫 

     1.2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个数 个 2 

     1.3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投入金额 万元 3.01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4.教育脱贫 —— —— 

其中：  4.1 资助贫困学生投入金额 万元 27.09 

     4.2 资助贫困学生人数 人 165 

 5.健康扶贫 —— —— 

其中：   5.1 贫困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投入金额 万元 35.59 

 6.生态保护扶贫 —— —— 

 7.兜底保障 —— —— 

 8.社会扶贫 —— —— 

     8.2 定点扶贫工作投入金额 万元 5.01 

 9.其他项目 —— ——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四季度，公司将继续执行年度精准扶贫计划，立足自身优势，以产业扶贫为抓手，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实现脱贫致富，并形成

良性帮扶机制；同时，同步开展公益捐赠、捐资助学、基层医疗水平提升等社会公益行动，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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