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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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革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德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黄俊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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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2,093,811.00 2,434,199,647.00 6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3,198,653.00 192,648,351.00 9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23,972,382.00 181,843,824.00 78.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9,537,581.00 207,044,923.00 257.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3 10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3 10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0% 1.67%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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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35,297,967.00 27,988,160,462.00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119,615,782.00 11,803,033,408.00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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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81,433.00 
主要为浙江国镜和四川科伦万

和仓库的搬迁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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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818,835.00 

主要包括政府奖励、企业技术改

造资金等。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21,467.00 

主要包括本公司应收部分非全

资子公司的少数股东资金占用

利息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6,398.00 主要为捐赠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044,606.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4,460.00  

合计 59,226,27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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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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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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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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革新 境内自然人 26.33% 379,128,280 284,346,210 质押 257,140,000 

潘慧 境内自然人 10.57% 152,180,946 114,135,709 质押 85,399,997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创赢投资 10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88% 41,450,6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博远科诚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57% 37,000,000    

刘绥华 境内自然人 2.36% 34,026,030    

程志鹏 境内自然人 1.95% 28,130,663  质押 10,243,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5% 25,216,152    

陈世辉 境内自然人 1.64% 23,579,928    

上海珺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舟山珺越东启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62% 23,300,000    

欧阳江 境内自然人 1.17% 16,78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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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革新 94,782,070 人民币普通股 94,782,070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创赢投资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1,450,600 人民币普通股 41,450,600 

潘慧 38,045,237 人民币普通股 38,045,237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博远

科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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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绥华 34,026,030 人民币普通股 34,026,030 

程志鹏 28,130,663 人民币普通股 28,130,66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216,152 人民币普通股 25,216,152 

陈世辉 23,579,928 人民币普通股 23,579,928 

上海珺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舟山珺越

东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00,000 

欧阳江 16,789,444 人民币普通股 16,789,4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绥华为刘革新之兄，不存在一致行动。公司控股股东刘革新先生之

子刘思川先生作为委托人通过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创赢投资 10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实施了增持，因此，该信托计划与刘革新先生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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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科目名称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809,456,140.00 1,231,427,266.00 46.94% 银行承兑汇票兑现。 

  应收票据 942,917,877.00 1,459,967,398.00 -35.42% 银行承兑汇票兑现。 

  其他应收款 164,580,081.00 73,013,175.00 125.41% 应收暂借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605,271,971.00 1,051,835,351.00 -42.46% 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应付利息 145,096,267.00 228,305,476.00 -36.45% 债券到期支付利息。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70,000,000.00 1,181,852,856.00 -94.08% 公司债券到期偿还。 

  专项应付款 31,268,470.00 118,856,641.00 -73.69% 主要是子公司浙江国镜完成搬迁处

置。 

  其他综合收益 -70,323,158.00 371,322.00 -19038.59% 主要是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合并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932,093,811.00 2,434,199,647.00 61.54% 1、公司紧抓市场机遇，产品销量增加，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2、随着“两票制”推行，公司调整销售管理模式，

直销客户增加，销售收入相应增长；3、伊犁川宁产能

释放，收入增加。 

税金及附加 57,100,157.00 34,112,184.00 67.39% 收入增长致税金增加。 

销售费用 1,330,167,223.00 351,912,428.00 277.98% 顺应“两票制”政策，公司营销减少中间环节，加大销售

终端客户的开发和掌控力度，市场维护费和管理费用大

幅增加 

财务费用 157,232,784.00 98,179,668.00 60.15% 1、在市场资金面整体偏紧的情况下，为确保资金的安

全，公司增加了资金储备，导致融资净额及相应的利息

增加；2、2018年融资利率持续上升，导致新增融资利

息增加；3、由于汇率变动导致汇兑收益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8,826,749.00 563,381.00 1466.75%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37,838,976.00 1,671,983.00 2163.12% 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158,085,283.00 17,530,508.00 801.77% 主要为子公司浙江国境完成搬迁处置。 

营业外支出 93,451,311.00 4,443,398.00 2003.15% 主要为子公司浙江国境完成搬迁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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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39,537,581.00     

207,044,923.00  

257.19% 主要2017年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

兑现金额大幅增加，以及销售商

品收到的货款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860,213.00      

-453,352,090.00 

104.38%  支付固定资产和工程款减少，银

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1,235,159.00    

1,330,149,174.00  

-111.37% 偿还到期债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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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科伦药业全资子公司伊犁川宁报送的《国家环境保护

抗生素菌渣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中心建

设方案》，该工程技术中心建设符合环境保护部对抗生

素菌渣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需要以及环

境保护部《国家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中心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经环境保护部研究，同意依托伊犁川宁建

设国家环境保护抗生素菌渣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工程技术中心。 

2018 年 01 月 15 日 

《关于收到国家环保部同意伊犁川宁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开展国家环境保护抗生素菌渣无

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中心建设的

函的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 2018 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

发行了 8 亿元。 
2018 年 01 月 16 日 

《2018 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博泰生物开发的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

创新小分子 JAK 抑制剂"KL130008 胶囊"获国家食药

监总局注册受理。KL130008 胶囊是我公司自主研发且

具有知识产权的创新小分子 JAK 抑制剂，拟用于类风

湿关节炎的治疗。 

2018 年 01 月 27 日 

《关于公司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创新小分子药

物 KL130008 胶囊注册受理的公告》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

证券报》 

公司 2018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发行

了 5 亿元。 
2018 年 01 月 29 日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中国证券报》 

公司开发的化学药品"盐酸达泊西汀片"获国家食药监

总局注册受理，我公司是国内首家通过生物等效性研

究（BE）并以与原研质量一致性标准申报生产的企业。 

2018 年 02 月 08 日 

《关于公司盐酸达泊西汀片国内首家报产注

册受理的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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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 2018 年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

发行了 7 亿元。 
2018 年 02 月 12 日 

《2018 年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的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国内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

并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用于治疗抑郁和惊恐障碍。 
2018 年 02 月 12 日 

《关于公司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首家通过仿

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截止 2018 年 2 月 22 日，公司股份回购期限已届满，

本次股份回购实际购买公司股票 2,163,116 股，约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0.15%；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 15.50 元

/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15.09 元/股，公司实际支付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33,317,447.68 元。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作

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之股份来源。 

2018 年 02 月 23 日 

《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完成的公告》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

券报》 

公司 2018 年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于 2018 年 3 月 6 日

发行了 6 亿元。 
2018 年 03 月 12 日 

《2018 年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全资子公司伊犁川宁万吨抗生素中间体建设项目

升级改造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标志着万吨抗

生素中间体建设项目现有生产线全面竣工投产，为公

司实现抗生素全产业链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2018 年 03 月 13 日 

《关于收到<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万吨

抗生素中间体建设项目升级改造工程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意见>及信息公开相关情况的公

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控股子公司科伦博泰生物开发的重组抗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受体 2（VEGFR2）全人源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获国家食药监总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2018 年 03 月 14 日 

《关于公司重组抗 VEGFR2 全人源单克隆抗

体注射液获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

券报》 

中诚信证评的评级结果：债项级别 AA+，主体级别

AA+，评级展望稳定 
2018 年 03 月 21 日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已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发行结束， 实际发行规模

为 4 亿元。 

2018 年 03 月 28 日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发行结果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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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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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刘

革新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刘革新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亦不

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

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

导致或可能导致与公司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

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生产任何与公

司产品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公司产品的产

品；如果公司认为刘革新及其控制的企业从

事了对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刘革新

将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该等资产或股权

转让给公司；如果刘革新将来可能存在任何

与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机会，应立即通知公司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

会按公司能合理接受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

给公司，公司对上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权。 

2008 年 09

月 09 日 

承诺出具

日至以下

时间的较

早者：1）

刘革新不

再直接或

间接控制

公司；2）

公司股份

终止在深

圳证券交

易所上

市。 

严格

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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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幅度 
180.00% 至 23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71,722.06 至 84,529.57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5,615.0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子公司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能逐步释放，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2、公司加强市场开拓，输液和非输液制剂产销量持续增长；3、公司“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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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战略初见成果，新产品销售收入及毛利增长；4、公司对联营企业石

四药集团投资收益增加；5、融资净额及市场利率持续上升，财务费用增加；

6、公司持续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研发费用较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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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 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表： 

受托人名

称 

是否关

联交易 

产品类型 委托理财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报酬确定方

式 

本期实际收

回本金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如

有） 

预计收益 报告期实

际损益金

额 

报告期损

益实际收

回情况 

光大银行

成都分行 

否 结构性存款 5,000 2018年1月2

日 

2018年4月2

日 

保本浮动收

益型 

0 0   57.75           -            -    

民生银行

双流支行 

否 结构性存款 1,000 2018年2月

13日 

2018年3月23

日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00 0     4.16        4.16       4.16  

光大银行

成都分行 

否 结构性存款 5,000 2018年3月

20日 

2018年7月20

日 

保本浮动收

益型 

0 0   80.00           -            -    

光大银行

成都分行 

否 结构性存款 3,800 2018年1月

31日 

2018年4月30

日 

保本浮动收

益型 

0 0   43.22           -            -    

中国银行

成都武侯

支行 

否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开

发理财产品 

8,000 2018年1月

18日 

2018年2月22

日 

保本保收益

型 

8,000 0   27.62      27.62     27.62  

中国银行

成都武侯

否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开

8,000 2018年1月

29日 

2018年2月22

日 

保本保收益

型 

8,000 0   18.94      18.94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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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行 发理财产品 

交通银行

新都支行 

否 “蕴通财富•日增

利”S款 

6,000 2018年2月1

日 

2018年2月28

日 

保本浮动收

益型 

6,000 0   12.87      12.87     12.87  

交通银行

新都支行 

否 “蕴通财富•日增

利”S款 

4,000 2018年2月1

日 

2018年2月13

日 

保本浮动收

益型 

4,000 0     3.35        3.35       3.35  

兴业银行

成都新华

大道支行 

否 “金雪球-优悦”

保本开放式理

财产品 

15,000 2018年2月2

日 

2018年3月2

日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5,000 0   47.18      47.18     47.18  

兴业银行

成都新华

大道支行 

否 “金雪球-优先2

号”开放式人民

币理财产品 

10,000 2018年2月6

日 

2018年2月28

日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000 0   18.08      18.08     18.08  

合计 65,800 -- -- -- 52,000    313.17  132.20  -- 

委托理财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 --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委托理财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2017年3月31日 

委托理财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 

未来是否还有委托理财计划 有委托理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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