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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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程先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喻海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喻海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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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135,851,745.99

1,252,783,530.67

-9.33%

147,151,836.10

325,197,573.45

-54.75%

144,512,907.75

315,163,094.47

-54.15%

-46,570,212.36

392,371,147.85

-111.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7

-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7

-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4.90%

-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上年度末

减

总资产（元）

9,711,576,615.18

9,774,884,476.70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67,159,864.28

6,623,948,506.23

2.1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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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521,238.00 系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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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说明

主要系报告期财政奖励及政府
5,477,830.90

补助。

132,999.52 系报告期理财产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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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系报告期外汇远期合约交割及
-1,421,726.65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691.30

减：所得税影响额

964,368.8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8,8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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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638,928.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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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61,361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程先锋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43.18%

521,196,307

其他

1.76%

21,235,294

其他

1.18%

14,218,7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11,764,705

其他

0.97%

11,653,625

0.88%

10,617,647

0.88%

10,617,647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390,897,230 质押

188,797,300

质押

11,764,699

金元顺安基金－
宁波银行－华润
深国投信托－华
润信托·韶夏增
利 32 号单一资金
信托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青岛海尔创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八组合
江苏一带一路投
资基金（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深圳国调招商并
购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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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安健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省中安健

其他

0.88%

10,617,647

#姜维平

境内自然人

0.66%

8,025,300

#黄小敏

境内自然人

0.64%

7,711,106

0.60%

7,219,976

0.59%

7,153,181

康养老服务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 其他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二组合

其他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程先锋

数量

130,299,077 人民币普通股

130,299,077

21,235,294 人民币普通股

21,235,294

14,21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18,700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764,705 人民币普通股

11,764,70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11,653,625 人民币普通股

11,653,625

10,617,647 人民币普通股

10,617,647

10,617,647 人民币普通股

10,617,647

10,617,647 人民币普通股

10,617,647

#姜维平

8,0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8,025,300

#黄小敏

7,711,106 人民币普通股

7,711,106

7,219,976 人民币普通股

7,219,976

金元顺安基金－宁波银行－华润
深国投信托－华润信托·韶夏增利
32 号单一资金信托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深圳国调招商并购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安徽中安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省中安健康养老服务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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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7,153,181 人民币普通股

7,153,181

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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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变动说明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期初为公司收购赛臻公司100%股权相关约定：赛臻
公司退市后以持有的商标及技术许可等资产或权益，

持有待售的资产

205,209,680.07

-100.00%

以2,990万美元与欠出让方的欠款和利息进行抵偿，
报告期内交易已完成。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760.64

97,581,719.59 158,813,393.97

其他非流动负债
其他综合收益

2,063,035.15

205,209,680.07
1,965,594.87

7,714,452.70

-99.43%

系报告期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余额减少所形成。

-38.56%

系报告期归还到期银行借款所致。

-100.00% 同“持有待售的资产”。
-74.52%

主要系报告期汇率变动，外币折算差额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的变动说明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报告期因原料药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应交增

税金及附加

9,396,850.79

16,174,988.47

-41.91%

财务费用

27,184,577.09

62,860,090.63

-56.75%

资产减值损失

10,939,050.25

3,528,341.94

210.03%

其他收益

4,533,654.39

645,281.94

602.59%

值税相应减少。
主要系报告期主要币种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较上年
同期波动较小及美元资产余额减少所致。
主要系应收账款余额较年初增加，按政策计提的坏
账准备增加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
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构成为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到期外汇交易

投资收益

-1,106,568.60

7,428,509.13

-114.90% 损失和理财收益，同比变动主要原因系报告期理财
收益较上期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系报告期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公允价值下降
-910,826.65

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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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资产处置收益

-386,419.42

33,870.78

-1240.86% 系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产生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995,314.00

3,039,656.18

营业外支出

201,647.36

781,836.94

所得税费用

43,244,296.44

77,052,357.09

-43.88%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收入减少，应税所得减少所致。

147,151,836.10

325,197,573.45

-54.75%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收入减少，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6,093,697.62

-9,883,201.78

-38.34% 主要系报告期非全资子公司亏损较上期减少所致。

-5,730,980.37

56,121.04

-67.26% 主要系报告期政府补助较上期减少所致。
-74.21% 主要系报告期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主要系报告期境外子公司增加，外币折算差额增加
-10311.82%

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的变动说明
单位：元
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系报告期较上期因维生素B5价格下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46,570,212.36

392,371,147.85

-111.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45,244,452.55

162,666,951.92

-189.29% 主要系报告期收回理财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09,726,677.98

25,464,741.52

使回款减少及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新增银行贷款净额增加所
330.90%

致。
主要系报告期维生素B5价格下降，支付供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2,747,869.02

545,797,484.31

-116.99% 商货款较上期增加，赎回理财产品减少，银
行贷款净额增加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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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6年6月27日，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帆生物”）收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邮寄的
（2016）皖民初（24）号《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文件资料，安徽信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信业"）
就其于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康集团"）、赵宽的股权纠纷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亿帆生物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请如下：（1）信业医药与天康集团于2014年12月28日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及于2015年1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已于2016年4月16日解除；（2）
判令被告天康集团返还原告持有的天长亿帆70%股权；判令天康集团在2015年8月25日前支付给原告的股权
转让款人民币6,265.8万元，不予返还；（3）判令天康集团和第三人亿帆生物将上述第二项诉请中的股权
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4）如上述第三项请求不能实现，则判令被告天康集团就该股尚未开庭审理。权
8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向原告折价补偿，暂定人民币2.4亿元，具体补偿金额以鉴定数额为准；（5）判令被告赵宽对诉讼请求第
四项承担连带责任。具体详见2016年6月28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2）；
2018年1月8日，亿帆生物收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16）皖民初24号]，判决驳
回安徽信业的诉讼请求。详见2018年1月10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1）；
2018年1月24日，公司收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邮递的《民事上诉状》，安徽信业不服安徽省高级人
民法院（2016）皖民初24号的民事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申
请二审，上述诉讼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
2019年1月21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邮递的《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54号），最高
人民法院已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具体内容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5,090元，由安徽信业医药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具体详见2019年1月22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本案已审理终结，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影响。
2、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随着“高端药品制剂项目”的逐步推进，公司发现二盐酸组胺原料及注射液、注射用硫酸长春新碱脂质
体浓溶液和注射用两性霉素B脂质体三项在研新药的研发风险存在进一步增强的可能，在现阶段下继续研
发进而成功申报生产的可能性较小，在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基础上，经公司审
慎研究，决定终止二盐酸组胺原料及注射液、注射用硫酸长春新碱脂质体浓溶液和注射用两性霉素B脂质
体的新药研发及申报生产。
2019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及2019年4月24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同意终止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高端药品制剂项目”（以下简称“高端药品制剂项目”）之二
盐酸组胺原料及注射液、注射用硫酸长春新碱脂质体浓溶液和注射用两性霉素B脂质体的新药研发及申报
9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生产，本次终止项目相关的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21,384.53万元将继续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后续公司将积极筹划新的投资项目，科学、审慎地进行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在保证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
场前景和盈利能力的前提下，审慎、合规地使用上述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公司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表了的核查意见。具体详见2019年3月22日登载
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终止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2019 年 1 月 21 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邮
递的《民事判决书》
（【2018】最高法民终 854
号），最高人民法院已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登载于《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

2019 年 01 月 22 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人
参加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

案，现已审理终结。

登载于《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2019 年 03 月 22 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亿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

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2019 年 03 月 22 日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终止

项目的核查意见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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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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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本期公允价

成本

值变动损益

金融衍生工具

合计

0.00

-910,826.65

0.00

-910,826.65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报告期内购入 报告期内售 累计投资收

动

金额

出金额

益
-1,421,726.
65

0.00

0.00

0.00

-1,421,726.
65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910,826.65 自有资金

-910,826.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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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研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2019 年 01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年 1 月 25 日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互动易平台上的《2019 年 1 月 25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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