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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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令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永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唐静求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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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2,261,064.44 1,700,409,524.23 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05,593,197.50 1,219,231,337.67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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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713,563.26 15.95% 661,846,960.70 1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680,673.16 97.97% 86,361,859.83 3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551,549.91 108.27% 82,416,979.17 36.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2,480,462.58 152.14% 150,232,152.80 89.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8 98.17% 0.2918 3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68 98.17% 0.2918 3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9% 0.72% 6.8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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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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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5,450.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97,625.34  

减：所得税影响额 697,002.91  

合计 3,944,880.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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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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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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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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汉森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合伙

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13% 124,709,523 0 质押 79,844,599 

上海复星医药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2% 15,752,806 0   

何政凯 境内自然人 4.99% 14,780,404 0   

颜秋荣 境内自然人 4.56% 13,494,000 0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6% 6,408,035 0   

九泰基金－广发

银行－昆仑分级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80% 5,333,700 0   

王永平 境内自然人 1.67% 4,934,862 0   

刘正清 境内自然人 1.42% 4,200,000 3,150,000   

王远燕 境内自然人 1.36% 4,020,000 0   

赵镜 境内自然人 1.34% 3,980,6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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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汉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

企业 
124,709,523 人民币普通股 124,709,523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5,752,806 人民币普通股 15,752,806 

何政凯 14,780,404 人民币普通股 14,780,404 

颜秋荣 13,49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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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408,035 人民币普通股 6,408,035 

九泰基金－广发银行－昆仑分级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5,333,700 人民币普通股 5,333,700 

王永平 4,934,862 人民币普通股 4,934,862 

王远燕 4,0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20,000 

赵镜 3,980,647 人民币普通股 3,980,647 

邓克建 3,336,900 人民币普通股 3,33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前 10 名股东中，新疆汉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持有本公司 42.13%的股份，为

本公司控股股东。2.刘正清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总裁。3.其他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控股股东新疆汉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4,209,523 股外，还通过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5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24,709,523 股。2.公司股东何政凯除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52,500 股外，还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14,727,904 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4,780,404 股。3.公司股东颜秋荣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494,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3,494,000 股。4.公司股东王永平除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141,000 股外，还通过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4,793,862 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4,934,862 股。5.公司股东王远燕除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800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4,019,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4,020,000 股。6.公司股东赵镜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 0 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980,647 股，

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3,980,647 股。7.公司股东邓克建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

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36,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本公司股份 3,33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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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1,916,692.40元，增长40.06%，主要原因是预付供应商原材料款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19,573,849.30元，下降87.7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预缴税款减少所致。 

3．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17,540,541.35元，增长108.02%，主要原因是母公司车间改造项目持续投入所

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77,876,874.00元，增长503.45%，主要原因是母公司预付投资保证金和

车间改造工程设备款所致。 

5．预收款项较年初减少3,022,522.16元，下降60.92%，主要原因是客户预收货款在报告期已经发货所

致。  

6．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3,214,553.01元，下降30.70%，主要原因是上年末税费在报告期缴纳所致。  

7．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加50,146,561.62元，增长247.77%，主要原因是业务员的销售费用在报告期末

暂未支付所致。 

8．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8,586,252.40元，增长46.2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加大了卡托普利片、卡

马西平片、盐酸雷尼替丁胶囊等化药一致性评价的投入所致。 

9．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3,911,153.79元，增长411.4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加、

客户回款相对减少导致应收账款增加，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10．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2,545,931.33元，下降44.82%，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税费奖励减少所致。 

11．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997,327.57元，增长64.2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按权益法核算的湖南三

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2．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489,796.91元，增长31.9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母公司确认无需支付

的往来款增加所致。 

13．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441,349.33元，增长579.0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处置报废固定资产增

加所致。 

14．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20,098,879.80元，增长30.33%，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66,232,887.30元、同比增长11.12%和产品结构调整、产品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长1.4%所致。 

15．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78.85元，增长100.00%，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汉森健康产业（湖

南）有限公司与宁乡县妇幼保健院合作项目终止，宁乡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去年年底已经注销完毕，报

告期已无业务发生，无少数股东损益，上年同期对应的少数股东损益为负数。 

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71,124,838.72元，增长89.9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51,779,460.29元，下降96.7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母公司预付投资保证金所致。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7,439,750.79元，增长43.8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较上年同期向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19．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6,785,129.22元，增长126.3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71,124,838.72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

少51,779,460.29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7,439,750.79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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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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控股孙公司宁乡妇女儿童医院有限

公司注销登记。 
2018 年 01 月 12 日 

《关于控股孙公司宁乡妇女儿童医院有

限公司完成注销登记的公告》（2018-001）

刊载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的《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6 日与湖南达麟汉森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疆汉森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亚光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艾华投资有限

公司、益阳市银湘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

行签署了《益阳市创新投资产业基金（有

限合伙）合作框架协议》，拟与上述各方

共同投资设立益阳市创新投资产业基金

（有限合伙）。 

2018 年 02 月 08 日 

《关于签订益阳市创新投资产业基金

（有限合伙）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2018-004）刊载于 2018 年 2

月 8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接到火灾事故保险理赔金额共计人

民币 294.8 万元。 
2018 年 02 月 26 日 

《关于公司火灾事故保险理赔结案的公

告》（2018-007）刊载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 2018 年 03 月 01 日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

的公告》（2018-008）刊载于 2018 年 3

月 1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公司独

家产品四磨汤口服液列为中药保护品

种。 

2018 年 03 月 01 日 

公司《关于四磨汤口服液获批中药保护

品种的公告》（2018-009）刊载于 2018

年 3 月 1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刘厚尧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公司聘任罗永青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 

2018 年 06 月 28 日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暨聘任董事

会秘书的公告》（2018-031）刊载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拟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1 亿元

进行风险投资。 
2018 年 09 月 12 日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风险投资

的公告》（2018-043）刊载于 2018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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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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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至 35.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1,424.71 至 14,688.91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880.6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销售推广力度加强，主要产品保持稳定增长，新产品逐渐放量，利润贡献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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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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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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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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令安 

201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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