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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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绍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邱天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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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69,633,836.34 20,114,884,429.08 2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034,579,333.19 7,319,684,703.88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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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8,359,706.41 41.77% 25,164,220,757.58 3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1,841,049.06 31.28% 645,139,121.69 4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4,230,339.90 26.38% 605,066,876.69 39.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750,103,790.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25.00% 0.37 42.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25.00% 0.37 4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 16.33% 8.35% 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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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3,814.17 
主要是本公司之子公司处置非

流动资产净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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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87,973.71 

主要包括重庆医药现代物流综

合基地建筑节能工程示范项目

奖励、稳岗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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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38,007.66 

主要为公司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以及处置权

益投资收益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24,182.80 包括东凌国际相关案件相关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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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负债的重新计量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7,396,877.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36,490.03  

合计 40,072,24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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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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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医药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47% 664,900,806 664,900,806 质押 109,867,400 

重庆市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33% 282,294,397 0   

深圳茂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01% 155,737,404 129,485,553 质押 100,000,000 

茂业商业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4% 73,327,536 54,995,652   

重庆渝富资本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重庆

战略性新兴产业

医药专项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21% 72,778,526 54,583,895   

天津天士建发生

物科技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4% 55,983,028 42,887,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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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5% 35,497,726 26,623,295   

广州白云山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50% 25,992,330 19,494,248   

重庆智全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25,362,085 0 质押 4,000,000 

重庆渤溢新天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15,595,398 15,595,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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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82,294,397 人民币普通股 282,294,397 

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251,851 人民币普通股 26,251,851 

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5,362,085 人民币普通股 25,362,085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18,331,884 人民币普通股 18,331,884 

重庆渝富资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

医药专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194,631 人民币普通股 18,194,631 

天津天士建发生物科技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095,682 人民币普通股 13,095,68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医

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48,739 人民币普通股 10,748,739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8,874,431 人民币普通股 8,874,431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6,498,082 人民币普通股 6,498,082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兴

国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为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重

庆渤溢新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投资的合

伙企业，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与重庆渤溢新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人。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

制人，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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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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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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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和负债构成及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3,924,355,789.11 10,062,997,417.56 38.37% 公司不断拓展、拓深销售渠道，销售收入不断增加，应

收账款相应增加 

存货 3,315,571,001.72 2,749,562,051.18 20.59% 业务规模扩大，备货相应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00,934,270.50 522,288,376.90 91.64% 预付股权投资款、固定资产投资款增加 

短期借款 4,794,570,036.09 3,099,850,044.98 54.67% 业务规模扩大，销售收入不断增加，补充运营资金需求

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249,200,000.00 978,400,000.00 27.68% 公司工程项目增加，资金需求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5,164,220,757.58 18,430,814,385.90 36.53% 新并购企业、公司基层终端业务及重庆市所属区县业务

不断拓展 

销售费用 738,795,471.88 585,973,307.78 26.08% 收入规模扩大，费用相应增长 

管理费用 426,606,667.34 368,571,834.17 15.75% 新并购企业、新设公司等带来费用相应增长 

财务费用 309,104,717.31 152,954,716.14 102.09% 销售收入不断增长，补充运营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带息

负债和财务费用相应增长 

投资收益 215,487,547.91 156,644,854.29 37.56% 联营企业投资收益的增长 

 

3、报告期内现金流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50,103,790.99 -1,782,062,199.83 流出减少

1.79% 

与同期基本持平，净流出金额较大，主要是公司纯销规

模扩大，部分地区医院客户回款周期较长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33,901,067.73 -82,239,600.59 1035.59% 净流出增加，本年新增了重庆、湖北等物流项目投资，

支付了宁夏、重庆等地公司的股权收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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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14,656,114.33 2,191,653,559.25 -3.51% 与同期基本持平，净流入金额较大，主要是收入增长较

快，经营性资金需求增加，增加了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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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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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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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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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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93 
东凌国

际 
73,799,994.60 

公允价

值计量 
30,467,239.15 21,843,101.85 0.00 0.00 0.00 21,843,101.85 52,310,341.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筹 

境内外股票 400041 数码 3 938,764.14 
公允价

值计量 
2,751,867.43 0.00 0.00 0.00 0.00 0.00 2,751,867.43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筹 

境内外股票 600729 
重庆百

货 
225,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6,542,903.40 16,183.86 0.00 0.00 0.00 16,183.86 6,559,087.26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筹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 

合计 74,963,758.74 -- 39,762,009.98 21,859,285.71 0.00 0.00 0.00 21,859,285.71 61,621,295.69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14 年 08 月 26 日 

2017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2014 年 11 月 28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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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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资操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投

资类型 

衍生品投资

初始投资金

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计提减值准备

金额（如有） 

期末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金额占公司

报告期末净资产比例 

报告期实际

损益金额 

星展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无 否 掉期交易 29,971.2 

2019 年 02

月 27 日 

2020 年 02

月 27 日 
0 29,971.2 0 0 29,971.2 3.34% 1,704.09 

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无 否 掉期交易 8,000 

2019 年 05

月 20 日 

2021 年 04

月 29 日 
0 8,000 0 0 8,000 0.89% -8.21 

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无 否 掉期交易 7,000 

2019 年 05

月 29 日 

2021 年 04

月 29 日 
0 7,000 0 0 7,000 0.78% -3.09 

合计 44,971.2 -- -- 0 44,971.2 0 0 44,971.2 5.01% 1,692.79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借款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9 年 02 月 23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

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

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一）明确金融衍生品交易原则：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目的是为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二）制度建设：公司已建立了《金融衍

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对衍生品交易的授权范围、审批程序、操作要点、风险管理及信息披露做出了明确规定，能够有效规范金融衍

生品交易行为，控制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三）交易对手管理：公司仅与具有合法资质的大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金融衍生品

交易业务，规避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四）专人负责：由公司管理层代表、公司财务部门、证券部、审计与合规部、法律事务部等

相关部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负责金融衍生品交易前的风险评估，分析交易的可行性及必要性，负责交易的具体操作办理，当市场发

生重大变化时及时上报风险评估变化情况并提出可行的应急止损措施。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

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

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

本公司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核算主要是将报告期本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货币掉期交易未到期合同确认为套期工具，根据金融机构提供的

资产负债表日公开市场上汇率价格（或指定利率）与合约约定的远期汇价（或远期利率）的差异确认套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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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

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无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

的专项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因公司经营管理需求，规避汇率、利率等变动的风险，公司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以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符合公

司的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已制定《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及相关的风险控制措施，有利于加强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管理和控制。

相关业务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在本次董

事会批准额度范围内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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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 2019 年 9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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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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