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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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明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亚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冀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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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248,931,879.02 4,988,274,393.14 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86,682,080.97 4,497,846,916.02 6.4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5,545,782.01 -7.85% 1,575,830,436.24 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6,187,751.94 -19.58% 503,042,596.98 -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9,684,786.01 -29.99% 420,929,469.94 -19.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3,325,428.62 -20.25% 462,953,174.97 22.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23 -19.56% 0.4897 -5.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23 -19.56% 0.4897 -5.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5% -1.10% 10.71% -1.4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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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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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11,349.8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6,478,8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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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4,086.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04,088.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96  

合计 82,113,127.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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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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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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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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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明波 境内自然人 22.58% 231,990,007 173,992,505   

新乡白鹭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63% 211,939,939 0 质押 55,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7% 12,036,150 0   

金燕 境内自然人 1.08% 11,091,100 0   

汪滨 境内自然人 0.84% 8,664,3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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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65% 6,710,422 0   

华夏基金－农业

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57% 5,876,550 0   

中欧基金－农业

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57% 5,808,900 0   

易方达基金－农

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56% 5,727,000 0   

大成基金－农业

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其他 0.51% 5,288,5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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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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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11,939,939 人民币普通股 211,939,939 

徐明波 57,997,502 人民币普通股 57,997,50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036,150 人民币普通股 12,036,150 

金燕 11,09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91,100 

汪滨 8,664,350 人民币普通股 8,66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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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0,422 人民币普通股 6,710,422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876,550 人民币普通股 5,876,55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808,900 人民币普通股 5,808,9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727,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27,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288,550 人民币普通股 5,288,5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为徐明波先生、第二大股东为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上述两大股东同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八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公司第二大股东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与转融通业务，向中国证

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借 36000 股；金燕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10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110811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

份 11091100 股；汪滨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5244550 股，通过投资

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34198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866435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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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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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账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长179.67%，主要系公司为了促进业务发展，保证生产销售正常运营，加大新产品市场推

广力度，推进新药研发进程，预付部分材料费、临床试验费、专利费、推广服务费等。 

2、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长71.64%，主要系公司本期投资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所致。 

3、研发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58.19%，主要系本期公司加大研发力度，相关中间试验、物料消耗等增加所致。 

4、其他收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1516.83%，主要系本期收到国家科技计划、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创新及海淀区稳增长奖励资

金等项目政府补助拨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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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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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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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80,160.76 2,574,086.00 0.00 0.00 0.00 0.00 32,227,047.00 自有资金 

合计 36,080,160.76 2,574,086.00 0.00 0.00 0.00 0.00 32,227,047.00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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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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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0,000 50,0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000 10,000 0 

合计 60,000 6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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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5 月 08 日 其他 其他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刊登在深交所互动易

（irm.cninfo.com.cn）的《双鹭药业：2019 年 5 月 8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9 年 06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6 日刊登在深交所互动易

（irm.cninfo.com.cn）的《双鹭药业：2019 年 6 月 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9 年 06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刊登在深交所互动易

（irm.cninfo.com.cn）的《双鹭药业：2019 年 6 月 1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明波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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