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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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庆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韩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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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535,599.62 977,087,320.30 1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8,023,269.18 159,438,500.27 1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8,859,227.39 157,398,141.31 13.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811,213.57 172,004,533.77 -78.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1 -4.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1 -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0% 12.08%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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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3,706,956.76 2,958,254,506.16 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31,108,730.99 1,838,218,276.89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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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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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1,2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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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353.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557.7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52,992.66  

合计 9,164,04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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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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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奥赛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20% 317,470,588 317,470,588   

江苏苏洋投资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7% 143,617,647 143,617,647   

中亿伟业控股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47% 143,617,647 143,617,647   

伟瑞发展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2.22% 113,382,352 113,382,352   

南京海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7% 37,794,117 37,794,117   

陈会利 境内自然人 1.49% 13,852,763 13,852,763   

曲维孟 境内自然人 0.35% 3,272,500 3,272,500   

胡德新 境内自然人 0.33% 3,026,000 3,026,000 质押 1,181,500 

赵小奇 境内自然人 0.32% 2,998,641 0   

王宝成 境内自然人 0.23% 2,148,800 2,14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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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奇 2,998,641 人民币普通股 2,998,641 

路忠 1,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0,000 

刘云波 1,49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5,100 

青岛法盛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1,473,050 人民币普通股 1,47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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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富 1,409,340 人民币普通股 1,409,340 

柯立泉 1,352,328 人民币普通股 1,352,328 

胡贵卿 1,1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3,000 

朱文久 1,156,610 人民币普通股 1,156,610 

汤炳深 1,0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2,000 

武竹艳 1,074,040 人民币普通股 1,074,0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南京奥赛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伟瑞发展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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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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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26,806,989.40 10,222,793.79 162.23% 材料物资备货导致增加 

其他应收款 34,758,922.35 13,862,427.32 150.74% 主要系新增支付保证金 

其他流动资产 89,269,641.82 39,436,673.51 126.36% 新购买理财产品 

其他非流动资产 36,690,429.44 19,670,704.05 86.52% 预付工程、固定资产款项增

加 

预收款项 10,291,420.23 46,798,614.21 -78.01% 主要系预收货款的产品已发

货且确认收入 

应付职工薪酬 21,816,926.18 37,216,143.27 -41.38% 上期末计提的年度绩效奖金

本期已部分发放 

应交税费 55,673,183.13 35,367,692.05 57.41% 销售收入增加随之税金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1,527,505.88 -617,004.54 147.57% 加大现金管理力度，利息收

入相应增加 

营业外收入 9,969,662.78 901,767.84 1,005.57%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636,355.02 39,713.17 1,502.38% 主要系捐赠支出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11,213.57 172,004,533.77 -78.02% 主要系采购增加及上期收取

销售相关保证金较大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397,885.47 -497,173,726.03 -86.04% 主要系去年同期理财购买金

额较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218.75 -100.00% 本期无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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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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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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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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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11,518,150

.00 
0.00 -3,906,146.45 0.00 0.00 0.00 

2,528,495.8

8 
自有资金 

合计 
11,518,150

.00 
0.00 -3,906,146.45 0.00 0.00 0.00 

2,528,495.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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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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