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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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秀林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淑媛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强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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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79,514,163.64 24,658,542,292.54 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103,288,371.86 21,028,405,792.95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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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984,530.35 -12.27% 2,358,564,324.45 -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7,593,890.59 -0.02% 1,159,707,324.57 2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80,901,534.93 4.20% 1,103,745,830.92 25.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88,502,033.41 -40.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73 -0.04% 0.9973 29.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65 0.04% 0.9700 26.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 -0.05% 5.38%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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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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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91,4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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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78,141.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31,116.85  

减：所得税影响额 4,260,285.9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94,034.27  

合计 55,961,49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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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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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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5,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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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65% 309,940,049 18,275,382 质押 211,389,999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5.00% 58,138,56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 43,427,88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 34,767,686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21% 25,752,66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0% 17,459,520    

深圳市金华盛世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4% 16,79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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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 10,082,110    

延边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国有法人 0.52% 6,079,910    

袁河 境内自然人 0.48% 5,62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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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91,664,667 人民币普通股 291,664,667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58,138,569 人民币普通股 58,138,56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3,427,882 人民币普通股 43,427,88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767,686 人民币普通股 34,767,686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

计划 
25,752,666 人民币普通股 25,752,66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459,520 人民币普通股 17,459,520 

深圳市金华盛世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16,798,623 人民币普通股 16,79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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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2,110 人民币普通股 10,082,110 

延边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6,079,910 人民币普通股 6,079,910 

袁河 5,624,960 人民币普通股 5,624,9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以上股东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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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东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51,646 股，

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持有 42,376,236

股，实际合计持有 43,427,882 股。 

2.公司股东袁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05,89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 4,819,07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624,96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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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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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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785,283,033.92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年初由其他报表项目

调整转入，以及本期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222,936,318.68 -100.00%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年初将此报表项目金

融资产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报表项目所致。 

预付款项 45,049,768.85 33,086,318.40 36.16% 主要系本期增加预付购买原材料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7,808,326.82 40,676,371.92 165.04% 主要系本期应收的其他业务往来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14,261,270.51 26,669,017.82 -46.52% 主要系上年计提的定期存款利息本年收回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51,099,886.70 -100.00%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年初将此报表项目金

融资产转入其他报表项目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38,373,264.01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由年初其他报表项目

调整转入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22,212,888.01 7,050,798.75 215.04% 主要系公司本期购入投资性房地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90,681,890.47 23,671,908.24 283.08% 主要系本期预付的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5,314,990.22 3,886,967.88 36.74% 主要系本期计提应付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333,662,126.27 62,381,001.19 434.88%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调增年初其他综合收

益,以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增

加本公司按比例调增所致。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增减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110,694,497.61 60,432,758.81 83.17%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增加产品研发支出所致。 

其他收益 74,491,426.31 57,114,171.60 30.43% 
主要系本期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 941,623,783.47 697,759,479.56 34.95% 
主要系本期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收

益同比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2,485,683.42 -85,649,358.56 73.75% 
主要系本期公司所持有的基金、股票等交易性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801,173.12   
主要系本期计提应收款项预期信用减值损失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1,316,994.65 -20,835,700.39 93.68%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各项金融工具减值准

备调整至“信用减值损失”会计科目核算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14,080.37 16,326,263.51 -99.30% 
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处置老厂区固定资产和

无形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2,326,547.65 13,669,758.96 -82.98% 
主要系上年同期无法支付款项转入营业外收入

所致。 

营业外支出 438,098.63 3,441,889.07 -87.27% 主要系本期公益性捐赠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135,130,886.22 -177,026,828.55 176.33% 

主要系本期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综合收

益增加本公司按比例调增以及上年同期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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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8,502,033.41 315,302,865.68 -40.22%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经营费用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4,383,884.78 -1,612,676,999.65 102.75% 

主要系上年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办理定期存款本

期到期收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0,904,331.22 2,139,447,273.73 -111.73%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认购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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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7 月 15日召开的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6月 30 日、2016 年 7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 2016年 12月 30日股东名册及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19,809,743 股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正式过户至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 

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894,438,433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3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上述利润分配方案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实施完毕，据此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份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增加为 25,752,666 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份额对应股票情况如下表： 

序号 
持有人 持有份额对应股票总

数（万股） 

占持股计划持股总

数的比例 姓  名 职  务 

1 李秀林 董事长 182.00 7.07% 

2 郭淑芹 副董事长、总经理 104.00 4.04% 

3 杨  凯 董事、副总经理 19.50 0.76% 

4 陈永丰 监事长 19.50 0.76% 

5 赵大龙 监  事 4.55 0.18% 

6 张明晶 监  事 1.30 0.05% 

7 张淑媛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9.50 0.76% 

8 王振宇 董事会秘书 7.80 0.30% 

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参与认购的员工 － 2,217.12 86.08% 

合计 － － 2,575.27 100.00% 

根据《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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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最长为【36】个月，存续期最短为【24】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之日

起算。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之后，经出席持有人会议（或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代表

大会）的代表 2/3 以上份额同意后，将相关议案报送至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持

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存续期的延长期限为不少于 6个月。 

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购买公司回购股份的方式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过户

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2018 年 1月 4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所

持股份锁定期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1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 25,752,666 股股份 12 个月锁定期已满。 

员工持股计划减持标的股票的约束条件：自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算

36 个月内，解锁期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减持时减持价格不低于 32 元/股，期间公司如有送股、

转增股本或现金分红，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减持股份价格下限。36 个月后本

集合计划可自由卖出所持股票。 

2019 年 6 月 13 日，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召开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代表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议案》。公司于 2019 年 6月 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将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期员工持

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 18个月，即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8 日。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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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化市金

诚实业有

限责任公

司 

股权

分置

改革

承诺 

①关于股权分置改革后金诚公司所持股份的减持承诺 

金诚公司目前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

权之日起，在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

禁售期满后，如果减持，每年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

售其目前所持有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总股本的 2%，减持

价格不低于 7.5 元（金诚公司完成股改承诺每年解除限

售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②关于股权方案实施后金诚公司增持股份的计划        

为了保证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期、稳健

的发展，稳定市场预期，减少股权分置对二级市场的

扩容压力，积极稳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在吉林敖东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12个月内金诚公司将通过证

券交易所增持吉林敖东股份，增持比例不低于吉林敖

东公司总股本的 5%，改革方案实施后 36 个月内，持

2005

年 07

月 15

日 

自股权分

置改革实

施日

2005 年 8

月 3 日起

至 2020

年 8 月 4

日 

①关于股权分置改革后金诚

公司所持股份的减持承诺正

常履行中，未发生违反承诺

的情况。金诚公司所持限售

股份需至 2020 年 8 月 4 日能

够全部流通，期间将继续严

格履行该承诺。  

②金诚公司增持承诺已履行

完毕，详见吉林敖东于 2006

年 11 月 7 日披露《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

2006-027）。    

 i.金诚公司已完成在增持计

划实施期间及增持计划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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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比例达到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25%。               

针对上述增持计划，金诚公司做如下承诺：             

i.金诚公司增持的吉林敖东股份，在增持计划实施期

间，及增持计划完成后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ii.在增持计划完成 36 个月后，如果金诚公司减持吉林

敖东股份，则每年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

股份的数量（包括原持有部分和增持部分），不超过吉

林敖东总股本的 2%，减持价格不低于 7.5 元，并履行

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金诚公司完成股改承诺每年解

除限售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后 36个月内没有上市交易或

转让的承诺。               

ii.自增持计划完成 36 个月

后，金诚公司所做出的承诺

正常履行中，未发生违反承

诺的情况。金诚公司所持限

售股份需至 2020 年 8 月 4 日

能够全部流通，期间将继续

严格履行该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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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改承诺每年解除限售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公司大股东限售股份需至 2020 年 8 月 4 日能够全部流通，

完成股改承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外股票 600881 亚泰集团 533,462,156.70 
公允价

值计量 
425,914,574.38 -43,596,133.32   559,927.28 -43,576,900.38 381,778,941.06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06837.HK 海通证券 143,079,005.99 
公允价

值计量 
92,505,691.20 11,867,054.90  2,564,334.71 2,991,470.14 14,378,227.77 104,372,746.1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0833 第一医药 184,856,871.30 
公允价

值计量 
99,014,795.22 4,446,447.54    5,151,372.15 103,461,242.76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02186.HK 绿叶制药 51,353,432.01 
公允价

值计量 
 -2,277,349.99  51,353,432.01  -1,853,047.03 49,076,082.0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0713 南京医药 60,888,764.55 
公允价

值计量 
39,771,019.20 -468,360.00  38,612.00  466,096.95 39,341,271.2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0000 浦发银行 27,662,274.77 
公允价

值计量 
 955,005.23  35,216,990.00 7,984,491.85 2,180,621.58 28,617,28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270008 
广发核心精

选混合 
2,891,322.71 

公允价

值计量 
7,739,861.39 1,718,500.39    1,718,500.39 9,458,361.78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3838 四通股份 10,451,895.00 
公允价

值计量 
 -1,352,651.00  10,451,895.00  -1,300,816.40 9,099,244.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01508.HK 中国再保险 12,222,856.02 
公允价

值计量 
9,985,876.16 -1,826,104.28    -1,605,291.28 8,159,771.88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270006 
广发策略优

选混合 
1,50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4,435,775.72 1,787,301.38    1,787,301.38 6,223,077.1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83,840,920.56 -- 62,869,747.93 4,408,416.53 -12,970,752.66 1,566,761,042.47 1,589,398,568.81 5,596,990.36 45,733,263.36 -- -- 

合计 1,112,209,499.61 -- 742,237,341.20 -24,337,872.62 -12,970,752.66 1,666,386,306.19 1,600,934,458.08 -17,056,944.51 785,321,281.26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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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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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01 日至 2019 年 0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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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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