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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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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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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3,436,529.38 6,337,444,217.97 1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6,304,197.83 806,245,260.05 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54,545,966.54 695,209,565.10 8.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7,448,114.85 325,358,231.34 -188.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1 0.77 4.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1 0.77 4.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7% 4.35%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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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69,900,033.20  30,377,590,084.58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741,601,523.51  19,781,999,823.75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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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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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65,2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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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收益 

38,034,788.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31,742.2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993,007.6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5,139.45  

合     计 91,758,23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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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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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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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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 104,41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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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 76,90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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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35,343,42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56% 26,69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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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 9,615,204 0  0 

陈发树 境内自然人 0.86% 8,948,211 0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其他 0.57% 5,93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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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18,465 人民币普通股 104,41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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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04,546 人民币普通股 76,90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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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95,078 人民币普通股 26,69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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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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5,204 人民币普通股 9,615,204 

陈发树 8,948,211 人民币普通股 8,948,21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5,933,984 人民币普通股 5,93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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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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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年初/上期 同比变动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454,914,995.89   323,501,207.19  40.62% 保证金增加。 

  预收款项  247,438,123.67  859,070,122.18 -71.20% 药品事业部及健康品事业部的预收货款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113,117,211.45   171,493,312.84  -34.04% 年底计提的应付未付职工薪酬在本期支付。 

  管理费用  115,608,003.87   83,185,858.44  38.98% 主要是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增加。 

  财务费用  49,493,098.57   37,721,737.07  31.21% 本期票据贴息增加，上期无。 

  资产减值损失  14,332,619.25   -    100.00% 母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其他收益  73,565,235.91   40,097,250.47  83.47%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28,850,311.83   78,883,937.53  -63.43% 本期收到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9,029,718.33   100%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上期无。 

  营业外收入  267,206.61   1,017,015.49  -73.73% 本期营业外收入其他较上期减少97万元。 

  营业外支出  4,040,852.62   497,181.87  712.75% 本期捐赠支出较上期增长295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7,448,114.85  

 

325,358,231.34 

 

-188.35% 

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72.34亿元，同

比下降4.50%，而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76.91亿元，

同比增长0.30%，现金流入增幅大于现金流出增幅。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87,304,842.97   804,033,766.53  -26.9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幅较大，分别增长461.85%、

532.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030,188.94   -84,261.95  -20111.01% 

本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0.14亿

元，同比增长1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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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吸收合并有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 

2、2019年1月10日，公司披露了《通知债权人公告》（公告编号：2019-03），本公司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可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并可据有效债权文件及凭证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2019年1月9日，公司召开了2014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和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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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两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白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并增加一次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9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4、2019年1月16日，公司对2014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的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和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的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结果进行了答复，同意根据《关

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并增加一次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的议案》为“16 云白 01”增加一次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14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的2019年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答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和《关于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的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答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 

5、2019年1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

（190046 号），要求公司在《补正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部门报送有关补正材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 

6、2019年1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单》（受理序号：19004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7）。 

7、2019年1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0046号），要求公司就中国证监会审查提出的有关问题作出书

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 

8、2019年2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9-10)。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9、2019年2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之 反 馈 回 复 修 订 的 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 2019-11)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10、2019年2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

行股份吸收合并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12)，

称公司股票将在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召开当天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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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info.com.cn）。 

11、2019年2月22日、2月23日，2月25日，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16云白01”上调票面利率

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关于“16云白01”上调票面利率及投资者

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和《关于“16云白01”上调票面利率及投资者回售实施

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2、2019年2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

行股份吸收合并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9-13），

称公司将在2019年2月28日（星期四）上午开市起停牌，待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后公

告并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3、2019年3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14），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云南白药，证券代码：000538）将在2019年3

月1日（星期五）上午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4、2019年3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16云白01”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16云白01”

的回售数量为8,476,764张，回售金额为872,682,853.80元（含利息）。本次回售后剩余未回

售数量为523,236张，未回售金额为52,323,600元（不含利息），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15、2019年3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的

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9-16），称经并购重组委于2019年2月28日召开的2019年第6次并

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

有条件通过。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待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

文件后将另行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6、2019年3月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二次反馈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结构对该

反馈意见所涉及事项进行了逐项核查和落实并对进行了回复，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9-17）。 

17、2019年3月25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25），称2019 

年 3 月 7 日，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已根据《减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将 34.55 亿

元减资款支付给新华都。2019 年 3 月 22 日，白药控股已就减资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并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8、2019年3月28日，公司披露了《2016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

年付息公告》（公告编号：2019-26），并于2019年4月8日按时完成本期债券利息的偿付，具

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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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9 年 01 月 09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717417&

announcementTime=2019-01-09 

通知债权人 2019 年 01 月 10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718146&

announcementTime=2019-01-10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 年第一

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2019 年持有人会议决议 

2019 年 01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765252&

announcementTime=2019-01-12 

2019 年 01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765253&

announcementTime=2019-01-12 

关于 2014 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的 2019 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答复、关于 2016 年云南白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的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答复 

2019 年 01 月 16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772844&

announcementTime=2019-01-16 

2019 年 01 月 16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772845&

announcementTime=2019-01-16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

书 
2019 年 01 月 16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772313&

announcementTime=2019-01-16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2019 年 01 月 2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785160&

announcementTime=2019-01-22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 

2019 年 01 月 31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13391&

announcementTime=2019-01-31 

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 

2019 年 02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33429&

announcementTime=2019-02-14 

2019 年 02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33434&

announcementTime=2019-02-14 

修订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 

2019 年 02 月 20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42638&

announcementTime=2019-02-20 

2019 年 02 月 20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42640&

announcementTime=201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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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云南白药

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02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44459&

announcementTime=2019-02-21%2008:09 

“16云白 01”上调票面利率及投资者回售

实施办法的三次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02 月 2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45308&

announcementTime=2019-02-22 

2019 年 02 月 23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47071&

announcementTime=2019-02-23 

2019 年 02 月 25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49060&

announcementTime=2019-02-25%2017:06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云南白药控股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停牌 

2019 年 02 月 28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54499&

announcementTime=2019-02-28 

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云南白药控股有

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

票复牌 

2019 年 03 月 01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58348&

announcementTime=2019-03-01 

“16云白 01”回售申报情况 2019 年 03 月 01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57465&

announcementTime=2019-03-01 

对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审核意见的回复 

2019 年 03 月 08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85173&

announcementTime=2019-03-08 

2019 年 03 月 08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85174&

announcementTime=2019-03-08 

对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二次反馈意见的回 

2019 年 03 月 20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918556&

announcementTime=2019-03-20 

2019 年 03 月 20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918560&

announcementTime=2019-03-20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2019 年 03 月 25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934949&

announcementTime=2019-03-25%2011:41 

2016 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第一期）付息 
2019 年 03 月 28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

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953468&

announcementTime=2019-03-28%2015:54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44459&announcementTime=2019-02-21%2008:09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44459&announcementTime=2019-02-21%2008:09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844459&announcementTime=2019-02-21%2008:09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918560&announcementTime=2019-03-20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918560&announcementTime=2019-03-20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538&announcementId=1205918560&announcementTime=201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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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19年3月末，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65,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3%，其中最高成交价为72.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9.70元/

股，合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4,597,415.00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

既定方案，符合《回购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且每五个交易日回购

数量均未超过一百万股。公司回购股份期间不属于敏感期范围，即：（一）公司定期报告、

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二）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

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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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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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新华都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承诺 

除通过收购人间接持有的云南白药股

份外，云南省国资委和新华都及其各自的

一致行动人和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云南白药的股份及通过协议或其它方式

可以实际支配的云南白药的股份比例均

合计不得达到或超过云南白药届时已发

行股份总数的 5%。 

2017 年 02

月 21 日 

在持有（包括

直接和间接）

云南白药股

份期间内持

续有效 

正在履行 

云南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新华都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鱼跃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 

其他承诺 

除通过白药控股间接持有的云南白药

的股份外，云南省国资委、新华都、江苏

鱼跃及其各自的一致行动人和关联方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云南白药的股份及通过

协议或其他方式可以实际支配的云南白

药的股份比例均合计不得达到或超过云

南白药届时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 

2017 年 06

月 06 日 

在持有（包括

直接和间接）

云南白药股

份期间内持

续有效 

正在履行 

 

云南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新华都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同业竞争 

承诺 

在未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云南省国

资委及新华都应促使白药控股逐步将与

云南白药现有业务及未来发展领域相关

的优质资产注入云南白药，且云南省国资

委及新华都将严格遵守避免同业竞争的

规定。 

2017 年 03

月 23 日 

在持有（包括

直接和间接）

云南白药股

份期间内持

续有效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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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控股

有限公司 

 

 

 

 

 

同业竞争 

承诺 

1、收购人及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均

未从事任何与云南白药（包括云南白药控

制的企业，下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

生产经营业务或者活动。 

2、 收购人在持有云南白药股份的期

间内，收购人及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不会直接或者间接从事与云南白药相同、

相似并构成竞争的业务，亦不会直接或者

间接拥有与云南白药从事相同、相似并构

成竞争业务的其他企业、组织、经济实体

的绝对或者相对的控制权。 

3、对于云南白药在其现有业务范 围

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而收购

人及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尚未对此进

行生产、经营的，除非云南白药书面通知

收购人不再从事该等新业务，收购人及收

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从事与云南白

药相竞争的该等新业务。 

  4、收购人及收购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如

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云南白

药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则应立即通知云南白药，在通知中所指定

的合理期间内，如云南白药作出愿意利用

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本公司放弃该

商业机会。 

5、如因收购人及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导致云南白药权

益受到损害的，收购人同意向云南白药承

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2017 年 03

月 23 日 

在持有（包括

直接和间接）

云南白药股

份期间内持

续有效 

正在履行 

新华都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关联交易 

承诺 

1、新华都及新华都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尽可能避免与云南白药之间产生关联交

易事项，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发

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新华都承诺将

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

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

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2、新华都及新华都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严格遵守云南白药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

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云南白药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保证

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云南白药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2017 年 03

月 23 日 

在持有（包括

直接和间接）

云南白药股

份期间内持

续有效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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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因新华都及新华都控制的其他企

业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导致云南白药权

益受到损害的，新华都同意向云南白药承

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云南白药控股

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 

承诺 

1、收购人及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尽可能避免与云南白药之间产生关联交

易事项，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发

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收购人承诺将

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

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

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2、收购人及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严格遵守云南白药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

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云南白药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保证

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云南白药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3、如因收购人及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导致云南白药权

益受到损害的，收购人同意向云南白药承

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2017 年 03

月 23 日 

在持有（包括

直接和间接）

云南白药股

份期间内持

续有效 

正在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股份锁定 

承诺 

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复牌之日起

至实施完毕期间无股份减持计划。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实施

完毕 

正在履行 

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房地产业务

承诺 

如云南白药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白药控股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报告期内在境内房地产开发业务中

存在未披露的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

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因此给云南

白药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

赔偿责任。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持续有效 正在履行 

 

 

 

 

 

 

 

 

 

 

 

 

 

 

 

 

 

 

1、云南省国资委承诺：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完成后，云南省国资委将尽可能避免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

免或者有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

或交易，云南省国资委承诺将在平等、自

愿的基础上，按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

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

理价格确定。云南省国资委将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

《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

2018 年 10

月 31 日 

在持有（包括

直接和间接）

云南白药股

份期间内持

续有效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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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新华都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江苏鱼跃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关联交易 

承诺 

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利益。 

2、新华都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次

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单位/本人及本单位/

本人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避免与上市公

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

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本

单位/本人承诺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按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

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本单位/本人及本单位/本人控制的企业将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3、江苏鱼跃承诺：本次吸收合并完成

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

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

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业务

往来或交易，本公司承诺将在平等、自愿

的基础上，按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

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

价格确定。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利益。本承诺函自本公司正

式签署之日起生效且不可撤销。本公司保

证切实履行本承诺，且上市公司有权对本

承诺函的履行进行监督；如本公司未能切

实履行本承诺函，并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

任何实际损失，本公司将赔偿由此给上市

公司造成的全部直接或间接损失。 

云南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新华都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鱼跃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 

保持上市公

司独立性 

承诺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本机构将

继续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保持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

务、机构、财务方面的独立性，不会利用

上市公司关联方的身份从事影响上市公

司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

机构独立、财务独立的行为，不损害上市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切实保障上市公

2018 年 10

月 31 日 

在持有（包括

直接和间接）

云南白药股

份期间内持

续有效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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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和财务等方

面的独立。本承诺函自本公司/本机构正式

签署之日起生效且不可撤销。本公司/本机

构保证切实履行本承诺，且上市公司有权

对本承诺函的履行进行监督；如本公司/

本机构未能切实履行本承诺函，并因此给

上市公司造成任何实际损失，本公司/本机

构将赔偿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全部直

接或间接损失。 

云南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新华都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 

股份锁定 

承诺 

1、云南省国资委承诺：本机构通过本

次交易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2022年 12月 27日（含）

期间不得转让。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

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规定和规则办理。本次交易完成后，本

机构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股份因上市

公司进行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

上市公司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

定。 

2、新华都及其一致行动人（1）新华都

承诺：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上市公

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27 日（含）期间不得转让。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

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规则办

理。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基于本次交

易所取得的股份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

本等原因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按照

前述安排予以锁定。为了便于锁定股份的

集中管理，本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如将其所

持云南白药股票依法通过大宗交易等方

式转让给本公司的，本公司同意受让的该

等云南白药股份应同样遵守上述锁定期

的限制，且保证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和云南省国资委持有的云南白

药股份数量一致。（2）新华都一致行动人

承诺：本公司/本人于本次发行完成前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将与本次发行新华都所

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适用相同的股

份锁定期进行锁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

公司/本人于本次发行完成前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

2018 年 10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27 日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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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按照前述安

排予以锁定。作为上述股份锁定承诺的例

外，为了便于锁定股份的集中管理，本公

司/本人可以依法通过大宗交易等方式将

本公司/本人所持的云南白药股票转让给

新华都实业，但前提是新华都实业同意该

等转让的云南白药股份应同样遵守上述

锁定期的限制，且保证转让完成后新华都

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和云南省国资委持

有的云南白药股份数量一致。 

江苏鱼跃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股份锁定 

承诺 

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含）期间不得转让。上述

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

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规则办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基于本次交易所

取得的股份因上市公司进行权益分派、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上市公

司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2018 年 10

月 31 日 

2023 年 06 月

26 日 
正在履行 

新华都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解除股权 

质押承诺 

1、在本次吸收合并交易经中国证监

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本次减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前无条件办理完

毕本次减资涉及的白药控股股权的质押

注销登记手续； 

2、在本次吸收合并交易办理白药控

股的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前无条件办理完

毕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白药控股股权的

质押注销登记手续。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本次吸收合

并交易经中

国证监会并

购重组委员

会审核通过

后，本次吸收

合并交易办

理白药控股

的工商注销

登记手续前 

正在履行 

江苏鱼跃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解除股权 

质押承诺 

在本次吸收合并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并

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办理白药控股

的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前无条件办理完毕

白药控股股权的质押注销登记手续。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本次吸收合

并交易经中

国证监会并

购重组委员

会审核通过，

办理白药控

股的工商注

销登记手续

前 

 

正在履行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本次吸收

合并完成后 12 个月内，本单位将督促相

关公司依法完善白药控股及其下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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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新华都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鱼跃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 

 

 

 

 

权属瑕疵 

承诺 

相关瑕疵土地、房产的权属登记、行政许

可或备案等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划拨地转

出让地、相关瑕疵资产权属证书的变更及

完善），或协调政府部门依法将相关瑕疵

土地、房产收回。 

2、除因不可抗力和法律、政策、政府

管理行为等非白药控股及/或其下属企业

自身因素导致的情形外，本次吸收合并完

成后，如白药控股及/或其下属企业因本次

吸收合并前的自有土地及房产存在瑕疵

（包括但不限于未办理权属登记、使用国

有划拨用地、证载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

一致等情形），导致本次吸收合并后云南

白药及/或其下属企业无法继续占有、使用

该等土地、房产，或被有关政府主管部门

要求整改或处以任何形式的处罚或承担

任何形式的法律责任的，本单位承诺将尽

最大努力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

相关问题，以减轻或消除不利影响；如云

南白药因上述土地、房产瑕疵遭受包括但

不限于赔偿、罚款、支出等实际损失，在

云南白药依法确定实际损失数额后 30 日

内，本单位承诺按照定向减资前在白药控

股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给予云南白药

足额补偿。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本次吸收合

并完成后 12

个月 

 

 

 

 

 

正在履行 

云南白药控股

有限公司、云南

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新华

都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江

苏鱼跃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房地产业务

承诺 

如云南白药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白药控股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报告期内在境内房地产开发业务

中存在未披露的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

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因此给

云南白药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

本机构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

部门的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2018 年 12

月 11 日 

在持有（包括

直接和间接）

云南白药股

份期间内持

续有效 

正在履行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摊薄即期回

报及填补 

措施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

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

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上市公司资产从事

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未来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

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持续有效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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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本人承诺未来公布的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的行权条件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

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

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

拒不履行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股东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补偿责任。本承诺

自签署之日起生效，生效后即构成对本人

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如违反本承诺，本

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白药控股

有限公司、云南

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新华

都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江

苏鱼跃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摊薄即期回

报及填补 

措施承诺 

1、本公司/本机构将不会越权干预上市

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上市公司利

益。 

2、本承诺出具之日后，若证券监管部

门就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相关规定

作出其他要求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证

券监管部门的该等新的监管规定时，本公

司/本机构承诺届时将按照相关规定出具

补充承诺。 

3、本公司/本机构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

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公司/

本机构作出的相关承诺，若本公司/本机构

违反该等承诺并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机构愿意依法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持续有效 正在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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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无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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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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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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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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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1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汇添富、中信建投等一行 55 人，实地调研了解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及公司经营情况。 

2019 年 03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西南证券、融通基金一行 2 人，实地调研了解公司经营

情况及吸收合并相关事项。 

2019 年 03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天风证券一行 2 人，实地调研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及战略

布局。 

2019 年 03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富邦人寿、国金证券一行 2 人，现场参观，了解公司基

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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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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