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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17-057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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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程先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喻海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喻海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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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0,593,995.28 6,983,504,418.98 2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040,634,998.54 3,524,578,525.42 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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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144,154.79 28.79% 3,065,019,109.09 1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95,532,662.34 129.52% 876,506,174.35 6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96,071,527.24 131.17% 833,326,803.86 55.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71,601,572.55 -16.15% 649,635,168.99 37.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118.75% 0.79 61.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118.75% 0.79 6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8% 增加 3.20 个百分点 21.41% 增加 4.14 个百分点 

注：公司本年度 8 月份完成非公开发行，新增股本 106,176,470 股，总股本由 1,100,798,107 股增加为 1,206,974,577 股，2017

年 1-9 月按照加权平均计算的平均股本为 1,112,595,492.56 股，每股收益 0.79 元/股；2017 年 7-9 月加权平均股本为

1,136,190,263.67 股，每股收益 0.35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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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180.53 系报告期处置长期资产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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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72,676.09 

主要系报告期内财政奖励及政

府扶持发展资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15,485.54  

 委托金融机构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90,119.19  系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78,5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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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3,772.33  

合计 43,179,37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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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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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先锋 境内自然人 43.18% 521,196,307 429,271,407 质押 217,647,300 

过鑫富 境内自然人 2.46% 29,660,000 0   

金元顺安基金－宁波银行－

华润深国投信托－华润信

托·韶夏增利 32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76% 21,235,294 21,235,29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1.17% 14,117,648 14,117,648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11,764,705 11,764,705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聚富产品 
其他 0.94% 11,299,468 0   

安信基金－浦发银行－中广

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 0.93% 11,176,470 11,176,470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天富13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8% 10,647,058 10,647,058   

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8% 10,617,647 10,617,647   

深圳国调招商并购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8% 10,617,647 10,617,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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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安健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安徽省中安健康养老

服务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0.88% 10,617,647 10,617,64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0.87% 10,49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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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先锋 91,924,900 人民币普通股 91,924,900 

过鑫富 29,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60,00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聚富产品 11,299,468 人民币普通股 11,299,46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10,499,825 人民币普通股 10,499,825 

林关羽 10,359,020 人民币普通股 10,359,020 

黄小敏 7,855,906 人民币普通股 7,855,906 

姜维平 5,1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5,116,6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94,979 人民币普通股 5,094,979 

张艾忠 4,298,593 人民币普通股 4,298,593 

方铭 3,6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3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过鑫富先生是林关羽先生配偶姐姐的丈夫，上述股东存在一致行动

的可能；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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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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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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变动说明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097,189,545.72 729,490,816.72 50.40%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非公开发行收到募集资金

和经营盈余资金增加，并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和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保本理财所致。 

应收账款  938,104,046.11 656,664,538.32 42.86%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使应收款项相应

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42,899,232.57 248,581,814.17 359.77% 
主要系报告期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

用于购买保本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56,163,695.64 34,884,057.32 61.00% 

主要系报告期安庆市鑫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β-

氨基丙酸系列项目后续投入和四川、安徽片区

药品生产及研发基地建设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65,420,618.46 49,376,123.63 32.49%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以及子公司内部未

实现收益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81,109,860.51 16,441,193.12 393.33%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的股权收购和技术购买款增

加所致。 

应付票据  83,223,782.90 175,339,643.20 -52.54% 
主要系报告期票据到期解付及票据结算方式相

对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92,089,687.76 138,913,651.30 -33.71% 主要系报告期内上年末订单已发货所致。 

应交税费  223,144,135.07 153,361,278.93 45.50%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利润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87,431,553.46 434,300,651.10 -56.84%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DHY&CO.,LTD的剩余股

权款所致。 

长期借款  120,000,000.00 180,000,000.00 -33.33% 
系报告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转流动负债所

致。 

长期应付款  60,600,000.00 118,080,000.00 -48.68% 主要系报告期根据协议支付部分股权款所致。 

资本公积  2,801,426,638.77 1,162,719,195.21 140.94% 

主要系报告期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募集

总 额 扣 除 发 行 费 用 和 股 本 后 的 溢 价

1,658,994,910.25元增加资本公积所致。 

专项储备  16,061,129.06 11,013,002.43 45.84%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专项储备的营业收入基数同

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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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表项目的变动说明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38,988,631.17 26,554,667.16 46.82%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税金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62,731,732.30 20,935,077.39 199.65% 

主要系报告期贷款总额同比增加，使利息支出

增加；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跌，使报告期产生

汇兑损失所致。 

投资收益  -1,825,445.60 131,457.82 -1488.62% 
主要系报告期联营企业确认的投资损失增加超

过增加的理财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51,524,524.29 3,526,323.66 1361.14%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68,594,205.47 181,903,295.09 47.66%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增加相应所得税费用增加所

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76,506,174.35 536,593,797.71 63.35%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利润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1,766,396.18 -8,281,026.94 283.60% 
主要系DHY&CO.,LTD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

纳入合并范围，同比合并期间不同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876,204,243.64 537,229,413.22 63.10%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利润增加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综合收益总额 
-32,025,674.96 -7,735,200.98 314.03% 

主要系DHY&CO.,LTD于2016年6月30日纳入

合并范围，同比合并期间不同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的变动说明 

                                                                                  单位：元 

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649,635,168.99 472,714,258.75 37.43%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回款增加以及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1,571,124,722.73 -836,738,217.80 87.77%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和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1,329,194,665.25 702,067,791.11 89.33% 主要系报告期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396,379,665.29 340,439,878.86 16.43% 

主要系报告期经营净额和筹资净额增加，并将

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支付剩余和进度

股权款以及购建固定资产和购买技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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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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年非公开发行事项 

2017年1月18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获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7年6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正式核准批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800万股新

股； 

2017年7月24日公司正式启动发行，以2017年7月24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根据申报确定本次发

行的价格：17.00/股，实际发行的股数：106,176,470股，募集资金总额1,804,999,990.00元，扣除保荐、承

销费用及会计师费、律师费、股份登记费等其它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62,835,813.68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8月7日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

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B11855号《验资报告》； 

2017年8月10日就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资

料。经确认，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 

2017年8月25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106,176,470股新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已完成。 

（二）重要诉讼事项 

1、公司于2010年1月6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新发药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发药业”）、姜红海、马吉锋等侵犯公司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2014年12月24日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对该案作出了终审判决，且新发药业已根据该判

决支付给公司赔偿金9,357,731.00元，后其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

62号民事判决，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6年1月6

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035号），裁定“驳回新发药业有限公

司的再审申请。”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2、2016年6月27日，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邮寄的（2016）皖民初（24）

号《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文件资料，安徽信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业医药”）就其与安徽天康（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康集团”）、赵宽的股权纠纷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肥亿

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请如下：（1）信业医药与天康集团于2014年12月28日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及于2015年1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已于2016年4月16日解除；（2）

判令被告天康集团返还原告持有的天长亿帆制药有限公司70%股权；判令天康集团在2015年8月25日前支付

给原告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265.8万元，不予返还；（3）判令天康集团和第三人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将上述第二项诉请中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4）如上述第三项请求不能实现，则判令被告天

康集团就该股权向原告折价补偿，暂定人民币2.4亿元，具体补偿金额以鉴定数额为准；（5）判令被告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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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对诉讼请求第四项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于2017年6月8日在安徽省高院开庭审理，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

案在等待审理结果中。 

（三）重要关联交易事项 

关于接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 

2016年6月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支持公司发展，解决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

问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先锋先生拟以其个人信用或持有的公司股票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总

额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具体担保金额与时限以公司根据资金需求计划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协议为准。

此次担保，公司无需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付任何担保费用，也无需提供任何形式的反担保。 

2016年8月1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

向金融机构融资增加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后续资金的需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先锋

先生以其个人信用或持有的公司股票为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再提供总额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即合

计不超过16亿人民币的担保。具体担保金额与时限以公司根据资金需求计划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借款协议为

准。此次担保，公司无需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付任何担保费用，也无需提供任何形式的反担保。

截至报告期末，程先锋先生实际为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总额为3.5亿元。 

 （四）其他重要事项 

1、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2017年3月29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在保障正常生产经

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保本型

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为2017年度；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保本理财产品余额为667,000,000元，预期收益6,653,819.63元。 

2、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2017年9月21日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及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5.0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十二个月）

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420,000,000元，预期收益4,712,876.71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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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6 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追究姜红海、马吉锋、新发药业等侵犯本公司商业秘

密的法律责任。2014 年 12 月 24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

沪高民三（知）终字第 62 号《民事判决书》对该案作出了终审判

决，新发药业已根据该判决支付给公司赔偿金9,357,731.00元。（2）

2015 年 8 月 3 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寄来的《应诉通知书》，

新发药业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沪高民三（知）

终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3）2016 年 1 月 6 日，公司

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 2035 号），

裁定如下：驳回新发药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现已审查终结。 

2016 年 01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6-002） 

2016 年 6 月 27 日，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安徽省高级

人民法院邮寄的（2016）皖民初（24）号《应诉通知书》等相关

文件资料，信业医药就其于天康集团、赵宽的股权纠纷向安徽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

参加诉讼。本案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在安徽省高院开庭审理，目前

在等待审理结果中。 

2016 年 06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第

三人参与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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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65.00% 至 95.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16,285.85 至 137,428.73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0,476.2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因公司维生素 B5 等系列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幅。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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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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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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7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此次调研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7 日登

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互动易平台上的《2016 年 7

月 0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7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此次调研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登

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互动易平台上的《2016 年 7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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