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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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尧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何珍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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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1,266,063.97 2,738,063,462.43 1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471,356,773.40 2,359,015,565.31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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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458,738.80 -10.12% 958,708,104.41 1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5,221,089.13 -28.03% 166,570,989.32 1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1,501,832.26 -35.10% 161,182,258.88 1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8,744,399.44 -269.65% 7,553,432.27 -92.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22.22% 0.31 1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22.22% 0.31 1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 -0.70% 6.89%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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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33,2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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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4,349.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48,834.79  

合计 5,388,73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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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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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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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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亚太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5% 108,100,000 0 质押 94,600,000 

绍兴柯桥亚太房

地产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8% 40,662,000 0 质押 35,000,000 

陈尧根 境内自然人 5.06% 27,140,218 26,886,701 质押 25,000,000 

深圳国研医药研

发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3% 27,000,000 0   

珠海节信环保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3% 27,000,000 0   

上海华富利得资

产－民生银行－

富鼎 6 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4.81% 25,798,580 25,798,580   

钟婉珍 境内自然人 3.93% 21,101,892 21,101,892 质押 14,000,000 

吕旭幸 境内自然人 3.75% 20,097,040 20,097,040 质押 20,000,000 

沈依伊 境内自然人 3.37% 18,087,336 18,087,336 质押 18,000,000 

陈奕琪 境内自然人 2.67% 14,345,100 0 质押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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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108,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100,000 

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 40,6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662,000 

深圳国研医药研发科技有限公司 2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0 

珠海节信环保有限公司 2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0 

陈奕琪 14,34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45,100 

陈佳琪 13,99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9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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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汇赢 5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40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01,5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2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29,800 

钟建富 9,0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76,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合顺 1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050,280 人民币普通股 8,050,2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陈尧根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

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为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公司第二大股东；上海华富利得资产－民生银行－富鼎 6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出

资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高峰的主要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钟婉珍女士为公司董

事，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之配偶；陈奕琪女士、陈佳琪女士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

陈尧根先生之女儿；吕旭幸先生为公司董事，公司股东陈奕琪女士之配偶；沈依伊为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公司股东陈佳琪女士之配偶；钟建富先生为公司股东

钟婉珍女士之胞弟；除以上情况外，未知公司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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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946000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13500000 股，合计持有 108100000 股；深圳国研医药研发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股 110000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16000000 股，合计持有 2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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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 

1、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61.17%，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预付技术服务费增加所致； 

2、存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35.17%，主要系本期公司期后备货相应增加库存商品、在产品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97.88%，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未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4、在建工程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50.68%，主要系本期投入建设现代医药制剂项目、募投项目武汉光谷生物城医药园新药研

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等增加所致； 

5、开发支出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562.37%，主要系本期公司购买国家生物制品一类新药重组人角质细胞生长因子-2及相应

其临床研究支出增加所致； 

6、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9.92%，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平台租赁费摊销所致； 

7、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758.42%，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预付专有技术权购置款、预付技术开发款增加并新增

新药研发项目权益所致； 

8、短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37.50%，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9、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48.52%，主要系公司支付上年度年终奖所致； 

10、长期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209.20%，主要系本期应支付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投资款及股权溢价收益

增加所致； 

11、长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8,940万元，主要系本期因子公司雅泰药业滨海现代医药制剂项目建设而增加银行借款所

致； 

二、利润表 

12、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8.92%，主要系本期公司优化市场布局，加大市场投入，整合营销渠道，加强对重点产品的

推广力度及销售所致； 

1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91.11%，主要系本期计提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溢价收益以及银行借款利息所致； 

14、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281.68%，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92.17%，主要系本期公司支付原材料采购款、技术服务费及销售费用等

现金支出增加所致；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550.12%，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开发支出及新药研发项目权益投资支付

的现金金额增加所致；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869.50%，主要系本期收到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款及银行

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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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7月9日，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分别与珠海节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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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节信”）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珠海节信转让其持有的部分亚太药业无

限售流通股，亚太集团向珠海节信转让的股份数为13,500,000股，占亚太药业总股本的2.52%，亚太房地产向珠海节信转让

的股份数为13,500,000股，占亚太药业总股本的2.52%；亚太集团、持股5%以下股东钟建富分别与深圳国研医药研发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研医药”）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国研医药转让其持有的部分亚太药业无限售

流通股，亚太集团向国研医药转让的股份数为22,000,000股，占亚太药业总股本的4.10%，钟建富向国研医药转让的股份数

为5,000,000股，占亚太药业总股本的0.93%。本次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确定为每股人民币12.50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675,000,000.00元，此事项详见2018年7月1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18年7月2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的过户登

记手续办理完毕，过户日期为2018年7月20日，该部分股票在转让前后均为无限售流通股。本次证券过户登记完成后，亚太

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08,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15%，仍为公司控股股东，亚太房地产持有公司股份40,662,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7.58%，为公司第二大股东，钟建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07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9%；受让方珠海节信

持有公司股份2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3%，国研医药持有公司股份2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3%，为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此事项详见2018年7月24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2018年7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并经公司2018年8

月10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6,500万元（含

96,500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此事项详见2018年7月24日、2018年8月1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相关公告。 

3、2018年8月29日，公司收到陈奕琪女士、陈佳琪女士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其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

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6%）。本次减持计划，陈奕琪女士、陈佳琪女士拟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进行，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

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进行，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4%，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2018年9月25日，公司收到陈奕琪女士、陈佳琪女士的《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告知函》，陈奕琪女士、陈佳琪女士于2018

年9月25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分别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364,900股、5,364,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1.00%。 

4、2018年9月30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本次通过GMP认证的生产线为公

司在绍兴滨海新城投资新建的片剂（含青霉素类）、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制剂生产线。《药品GMP证书》

的取得，表明公司上述生产线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有利于提高产品生产能力和质量标准，提升生产效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控股股东亚太集团、第二大股东亚太房地产、持股 5%

以下股东钟建富分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通过协

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了珠海节信环保有限公司、深圳国研

医药研发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07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控股股东亚太集团、第二大股东亚太房地产、持股 5%

以下股东钟建富协议转让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完

成过户登记手续 

2018 年 07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6,500 万元（含 96,500

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 

2018 年 07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陈奕琪女士、陈佳琪女士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

式分别减持不超过 1600 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98%，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3200 万股，不超过公

2018 年 08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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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总股本的 5.96% 

陈奕琪女士、陈佳琪女士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分别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364,900 股、5,364,9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1.00% 

2018 年 09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收到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 GMP

证书》，公司在绍兴滨海新城投资新建的制剂生产线通过

GMP 认证 

2018 年 10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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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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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0.00% 至 2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0,215.21 至 24,258.25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0,215.2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经营业绩持续稳健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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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190,160.00 -682,747.80 1,893,660.60 0.00 0.00 0.00 3,083,820.60 原法人持股 

合计 1,190,160.00 -682,747.80 1,893,660.60 0.00 0.00 0.00 3,083,82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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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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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_____陈尧根_____ 

 

201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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