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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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吕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美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竺晓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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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43,598,548.68 478,411,667.28 3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025,890.09 73,639,019.29 1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8,248,681.20 63,879,366.28 22.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109,446.25 89,451,853.07 -43.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96 0.1152 3.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96 0.1152 3.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3.05% 下降 0.8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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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3,718,351.44 4,903,994,210.21 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61,291,432.43 3,920,617,698.1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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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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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2,631.7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525,726.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5,330.6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16,976.6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1,301.69  

合计 9,777,20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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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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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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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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钢 境内自然人 20.24% 148,997,296 111,747,972 质押 110,050,000 

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3% 56,165,688 19,625,334 质押 46,645,334 

吕岳英 境内自然人 4.43% 32,597,488 0 质押 10,400,000 

建信基金－杭州银行－杭州玖擎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00% 29,438,001 29,438,001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8% 16,057,094 16,057,094   

芜湖弘唯基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信保基石 1号专项

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1.82% 13,380,909 13,380,909   

张雄 境内自然人 1.57% 11,591,667 5,661,072 质押 5,96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

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6% 10,779,804 0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 10,258,278 0   

吕慧娜 境内自然人 1.36% 1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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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钢 37,249,324 人民币普通股 37,249,324 

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6,540,354 人民币普通股 36,540,354 

吕岳英 32,597,488 人民币普通股 32,597,48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

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0,779,804 人民币普通股 10,779,804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258,278 人民币普通股 10,258,278 

吕慧娜 10,0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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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力平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364,699 人民币普通股 6,364,699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6,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00,00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22L-CT001深 
5,998,337 人民币普通股 5,998,3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吕钢先生持有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为京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吕钢先生与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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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未知以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以上其他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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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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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或本期数） 年初数（或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 

在建工程 72,339,611.17 51,496,090.23 40.48% 

营业收入 643,598,548.68 478,411,667.28 34.53% 

销售费用 211,119,514.95 110,914,292.70 90.34% 

财务费用 4,234,369.21 882,451.46 379.84% 

资产减值损失 359,532.54 739,016.89 -51.35% 

营业外收入 2,006,709.47 4,075,980.34 -50.77% 

营业外支出 503,886.98 36,171.22 1293.06% 

所得税费用 16,676,264.53 11,357,841.26 46.83% 

说明 

1、在建工程期末比年初增加2,084.35万元，增长40.48%，主要是募集资金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所致。 

2、营业收入本期比去年同期增加16,518.69万，增长34.53%，主要是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所致。 

3、销售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10,020.52万元，增长90.34%，主要是收入增长，相应的销售业务费等费用增长所致。   

4、财务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335.19万元，增长378.84%，主要是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37.95万元，同比下降51.35%,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坏帐准备同比减少所致。 

6、营业外收入本期数比上年同期减少206.93万元，同比下降50.77%，主要是会计政策调整，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其他收益所致。 

7、营业外支出本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46.77万元，同比增长1293.06%，主要是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8、所得税费用本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531.84万元，增长46.83%，主要是本年利润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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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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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00% 至 30.00% 

2018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8,699.44 至 22,099.34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999.4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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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03 月 13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京新药业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20180313)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吕钢 

 

二 O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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