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0513            股票简称：联环药业            公告编号：2019—045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10月2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披露了《联环药业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经公司事后核查，发现部分内容有误，现对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更正如下： 

一、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1 主要财务数据”“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1-9月）数据列示有误，现更正

如下： 

更正前：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79,311.64 5,481,959.15 155.01  

 

现更正为：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12,052.62 5,481,959.15 161.08  

 

二、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及“筹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增减额、增减幅度数据列示有误，现更正如

下：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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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 

幅度% 
原  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979,311.64 5,481,959.15 8,497,352.49 155.01 
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9,168,991.63 -15,319,805.55 94,488,797.18 616.78 
报告期内贷款较上年同

期增加 

 

现更正为： 

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 

幅度% 
原  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312,052.62 5,481,959.15 8,830,093.47 161.08 
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8,836,250.65 -15,319,805.55 94,156,056.20 614.60 
报告期内贷款较上年同

期增加 

 

三、 有关合并利润表相关数据的更正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4.1 财务报表”“合并利润表”中“财

务费用”项下“其中：利息费用”、“利息收入”2019年第三季度（7-9月）及

2019年前三季度（1-9月）数据列示有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合并利润表 

2019年 1-9 月 

项目 
2019 年第三季度 

（7-9 月） 

2018 年第三季度 

（7-9 月） 

2019 年前三季度 

（1-9 月） 

2018 年前三季度 

（1-9 月） 

财务费用 2,118,973.41 33,541.22 3,717,988.10 -3,457,290.24 

其中：利息费用 1,415,406.86 1,325,030.61 5,097,405.57 3,243,572.30 

利息收入 -239,670.40 854,782.97 2,321,142.12 6,281,277.02 

 

现更正为： 

合并利润表 

2019年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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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第三季度 

（7-9 月） 

2018 年第三季度 

（7-9 月） 

2019 年前三季度 

（1-9 月） 

2018 年前三季度 

（1-9 月） 

财务费用 2,118,973.41 33,541.22 3,717,988.10 -3,457,290.24 

其中：利息费用 1,904,139.46 1,325,030.61 5,586,138.17 3,243,572.30 

利息收入 249,062.20 854,782.97 2,809,874.72 6,281,277.02 

 

四、 有关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关数据的更正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4.1 财务报表”“合并现金流量表”

中“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筹资

活动现金流出小计”、“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9年前三季度（1-9

月）数据列示有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9 年 1—9 月 

项目 
2019 年前三季度 

（1-9 月） 

2018 年前三季度 

（1-9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71,922,706.48 783,681,444.54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522,059.01 17,467,025.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90,444,765.49 801,148,470.4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09,221,221.84 275,514,460.2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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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6,027,251.14 53,327,568.18 

支付的各项税费 64,308,900.78 92,714,948.6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46,908,080.09 374,109,534.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76,465,453.85 795,666,51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79,311.64 5,481,959.1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75,0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234,110.1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609,110.1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75,137,747.29 102,168,633.82 

投资支付的现金 8,47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3,607,747.29 102,168,633.8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607,747.29 -73,559,523.6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1,052,045.2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32,900,000.00 81,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6,352,045.20 81,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9,900,000.00 71,5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7,283,053.57 24,819,805.55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7,183,053.57 96,319,805.5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168,991.63 -15,319,805.5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86,109.34 -235,554.3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0,373,334.68 -83,632,924.4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4,134,619.70 384,230,315.3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3,761,285.02 300,597,390.95 

 

现更正为： 

合并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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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9 月 

项目 
2019 年前三季度 

（1-9 月） 

2018 年前三季度 

（1-9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71,922,706.48 783,681,444.54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854,799.99  17,467,025.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90,777,506.47  801,148,470.4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09,221,221.84 275,514,460.2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6,027,251.14 53,327,568.18 

支付的各项税费 64,308,900.78 92,714,948.6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46,908,080.09 374,109,534.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76,465,453.85 795,666,51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12,052.62  5,481,959.1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75,0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234,110.1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609,110.1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75,137,747.29 102,168,633.82 

投资支付的现金 8,47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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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3,607,747.29 102,168,633.8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607,747.29 -73,559,523.6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1,052,045.2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32,900,000.00 81,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6,352,045.20 81,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9,900,000.00 71,5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7,615,794.55 24,819,805.55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7,515,794.55  96,319,805.5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836,250.65  -15,319,805.5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86,109.34 -235,554.3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0,373,334.68 -83,632,924.4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4,134,619.70 384,230,315.3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3,761,285.02 300,597,390.95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其他内容无变更，

公司根据上述更正内容修订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更正后的全

文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敬请查阅，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