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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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崔金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文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同山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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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8,156,110.44 2,900,186,628.45 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53,274,362.85 1,312,596,410.69 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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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896,906.54 13.07% 1,711,572,996.87 1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6,132,044.72 94.79% 217,946,563.16 5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3,354,555.09 104.90% 195,075,195.73 56.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0,984,591.87 -50.16% 135,281,795.89 50.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14 72.66% 0.5313 41.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14 72.66% 0.5313 41.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0% 1.02% 15.33%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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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69,454.10 

主要系本期处置全资子公司东

莞奥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产生投资收益

40,256,908.3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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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51,6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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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65,739.03 

主要构成系外汇衍生品产生的

投资收益-16,457,640.48 元、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21,358,098.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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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17,816.6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314,204.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933.98  

合计 22,871,36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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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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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金海 境外自然人 23.02% 97,196,573 97,196,573   

陈浩华 境内自然人 16.33% 68,960,012 68,960,012   

程宏 境内自然人 15.17% 64,059,493 64,059,493   

万小香 境内自然人 9.87% 41,655,673 41,655,673   

长江经济带（湖

北）产业并购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6% 14,588,332 14,588,332   

宁波星邻星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五星钛信绿

色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3.14% 13,262,120 13,262,120   

杜先举 境内自然人 2.99% 12,625,295 12,625,295   

崔星炜 境内自然人 2.36% 9,943,535 9,943,535   

崔辉 境内自然人 2.36% 9,943,535 9,943,535   

杜开文 境内自然人 1.73% 7,291,927 7,29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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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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宇 374,054 人民币普通股 374,054 

李汉青 219,057 人民币普通股 219,057 

翁天波 18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600 

李晨春 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 

曹学工 166,954 人民币普通股 166,954 

吴勇刚 16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200 

王定球 158,4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400 

周佩文 15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300 

王永平 1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000 

朱存荣 13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崔金海、万小香、崔辉、崔星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万小香、崔辉、崔星

炜为崔金海的一致行动人。万小香为崔金海之配偶，崔辉、崔星炜为崔金海之子。2.杜

开文为杜先举的一致行动人，为杜先举之子。3.除前述信息外，公司未知晓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股东李汉青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219,057 股 。2.股东李晨春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0,000 股 。3.股东朱存荣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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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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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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或期初  变动比例  原因  

资产负债表主要科目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900,000.00 - 100.00% 主要系本期新增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所

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728,057.59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进行重分

类调整所致。  

应收票据  98,394,940.00 - 100.00% 主要系本期新增应

收票据所致。  

预付款项  63,488,329.89 156,735,315.84 -59.49% 主要系本期采购原

材料预付款减少所

致。  

其他应收款  40,104,167.61 77,786,915.84 -48.44%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

出口退税款增加所

致。  

存货  739,828,616.34 565,362,496.15 30.86% 主要系本期原材料

库存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9,600,000.00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进行重分

类调整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600,000.00 -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进行重分

类调整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1,490,310.71 3,536,309.65 -57.86% 主要系本期将对外

租赁房产收回自用

所致。  

在建工程  268,576,939.06 179,681,417.62 49.47% 主要系本期增加工

程建设、新增设备生

产线投入所致。  

短期借款  335,230,885.95 846,782,923.20 -60.41% 主要系本期偿还短

期贷款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20,649,811.73 - 100.00% 主要系本期衍生金

融工具公允价值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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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所致。  

其他应付款  14,308,137.68 10,147,461.05 41.00%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

入增加，计提海运费

等费用增长所致。  

长期借款  318,000,000.00 228,000,000.00 39.47% 主要系本期新增长

期贷款所致。  

资本公积  786,106,966.93 357,212,359.30 120.07% 主要系本期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2,052,736.68 582,488.85 1969.18% 主要系本期人民币

兑美元汇率贬值所

致。  

未分配利润  669,979,857.49 515,359,835.03 30.00%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

增加所致。  

利润表主要科目  

管理费用  161,546,559.08 121,363,938.94 33.11% 主要系本期工资福

利增加、新办公楼投

入使用，计入管理费

用的折旧增加。  

研发费用  44,941,447.53 30,136,504.81 49.13% 主要系本期加大研

发投入所致。  

其他收益  51,905,897.69 17,042,691.95 204.56%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

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23,949,267.91 2,409,073.36 894.13% 主要系本期处置全

资子公司东莞奥美

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产生投资

收益40,256,908.39，

同时公司外汇衍生

品产生的投资收益

-16,457,640.48元。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1,358,098.55 - -100.00% 主要系本期外汇衍

生品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1,719,163.88 -4,099,829.51 -429.76% 主要系本期计提原

材料跌价准备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9,385,533.96 3,416,541.33 174.71% 主要系本期处置陈

旧生产设备所致。  

营业外支出  3,759,035.89 1,557,128.17 141.41% 主要系本期对外捐

赠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7,310,229.94 35,940,177.75 31.64%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

额增加，所得税费用

相应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主要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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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税费返还  141,531,597.63 62,466,268.55 126.5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

出口退税款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51,772,569.86 127,884,933.05 -59.52% 主要系本期其他往

来款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5,281,795.89 90,147,832.05 50.07% 主要系本期销售规

模增加，回款增加所

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3,113,550.00 2,000,000.00 555.68% 主要系本期处置全

资子公司东莞奥美

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7,867,510.00 750,000.00 -2482.33% 主要系本期外汇衍

生品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 10,552,889.41 -100.00% 主要系本期处置长

期资产减少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24,286,450.00 -1,831,787.27 1425.83% 主要系本期处置全

资子公司东莞奥美

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900,000.00 2,400,649.60 562.32% 主要系本期增加投

资银行理财产品所

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94,440,000.00 - 100.00% 主要系本期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32,582,644.24 60,802,219.47 -46.41% 主要系本期收回授

信保证金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90,541,774.23 23,968,106.81 277.76% 主要系本期支付股

息红利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8,517,100.00 33,644,280.62 -74.68% 主要系本期支付保

证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7,926,488.54 65,870,928.59 -57.60% 主要系本期偿还贷

款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13,548,760.30 -24,069,784.36 156.29% 主要系本期人民币

兑美元汇率贬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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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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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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将持有的东莞奥美 100%

股权转让予深圳市明昌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转让价格为 52,370,458.39 元人民币。

转让完成后，东莞奥美将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本次转让产生投资收益

4,025.70 万元。本次交易有关资产已全部

交割完毕。 

2019 年 07 月 23 日 

请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

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2019 年 08 月 29 日 

请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

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完成交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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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

衍生

工具 

0.00 -11,419,580.55 0.00 0.00 0.00 -16,457,640.48 -20,649,811.73 

自有资金，

银行授信

项下无本

金交易 

其他 9,600,000.00 0.00 0.00 0.00 0.00 150,000.00 9,600,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9,600,000.00 -11,419,580.55 0.00 0.00 0.00 -16,307,640.48 -11,049,81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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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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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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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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 1,490 0 

合计 1,590 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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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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