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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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思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朱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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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1,296,975.65 7,035,373,344.57 -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645,056,950.24 5,390,549,932.23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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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422,185.88 -7.84% 2,375,955,993.48 1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4,299,384.33 -6.21% 690,092,445.97 4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0,626,850.03 -7.42% 673,614,493.84 40.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5,547,827.28 -54.07% 449,461,776.02 -1.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0% 0.45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0% 0.45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3% 下降 0.34 个百分点 12.70% 增长 3.5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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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4,0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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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0,508.0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61,540.45  

债务重组损益 9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6,185.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93,864.01  

合计 16,477,95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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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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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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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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港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30% 571,382,587 0 质押 241,382,587 

王云富 境内自然人 7.34% 118,800,000 0   

新昌勤进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5% 64,0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0% 21,087,056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5% 10,540,4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七组合 
其他 0.56% 9,000,000 0   

太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其他 0.52% 8,399,901 0   

叶小青 境内自然人 0.36% 5,796,235 0   

杨思卫 境内自然人 0.30% 4,857,800 3,643,350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九零三组合 
其他 0.28% 4,60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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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港投资有限公司 571,382,587 人民币普通股 571,382,587 

王云富 118,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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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勤进投资有限公司 6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087,056 人民币普通股 21,087,05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54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40,4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8,399,901 人民币普通股 8,399,901 

叶小青 5,796,235 人民币普通股 5,796,235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九零三组合 4,604,2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4,200 

邓代兴 4,099,803 人民币普通股 4,099,80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王云富先生持有东港工贸集团 73.20%的股权，东港工贸集团持有东港投资 100.00%

的股权。王云富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18,800,000 股股份，通过东港投资间接上市公

司 571,382,587 股股份，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690,182,587 股股份，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2、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邓代兴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998,803

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4,099,803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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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54,795,066.26 227,882,993.23 -173,087,926.97 -75.95% 主要系本期银行理财产品

到期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81,653.75 515,993.37 265,660.38 51.49% 主要系本期预付软件安装

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326,700,000.00 598,700,000.00 -272,000,000.00 -45.43% 主要系本期归还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247,035,220.00 490,006,533.85 -242,971,313.85 -49.59% 主要系本期自办承兑汇票

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 44,365,875.00 -44,365,875.00 -100.00% 主要系本期限制性股票到

期解锁所致 

预计负债 1,333,333.00 12,971,002.47 -11,637,669.47 -89.72% 主要系本期未支付合同义

务及诉讼费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05,595.00 -51,779.23 -153,815.77 297.06% 主要系本期外币报表折算

差异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46,495,601.76 23,408,975.13 23,086,626.63 98.62% 主要系本期佣金及薪酬增

加所致 

其他收益 19,570,508.07 6,414,478.26 13,156,029.81 205.10%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 5,010,265.70 -5,010,265.70 -100.00% 主要系上期人民币外汇货

币掉期交易损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974,954.88 826,203.89 -5,148,750.99 623.18%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长，期末

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坏账准

备计提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274,824.52 - -2,274,824.52 0.00% 主要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08,796.98 130,770.64 178,026.34 136.14%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

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60,705.25 1,683,578.67 -622,873.42 -37.00% 主要系上期收到项目终止

合作补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4,429,734.61 2,523,748.90 1,905,985.71 75.52% 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报

废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26,999,658.77 76,770,441.51 50,229,217.26 65.43%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表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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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8,068,813.61 -703,882,745.01 1,481,951,558.62 -210.54% 主要系本期理财到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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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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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王云富、

浙江东港

投资有限

公司 

关于

同业

竞争

方面

承诺 

（一）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海翔药业、台

州前进及其子公司以外的企业目前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

营、为他人经营或以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海翔药业、

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业务的情形；

（二）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海翔药业股份期间，本承诺人将不会

采取参股、控股、自营、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何方式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海翔药业、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现在和将来

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助、促

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海翔药业、

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

质竞争的业务；（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海翔药业股份期间，对

于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本承诺人将通过派出

机构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总经理等）以及本承诺人在

该等企业中的控制地位，保证该等企业比照前款规定履行与本

承诺人相同的不竞争义务；（四）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

原因导致本承诺人或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

从事的业务与海翔药业、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现在或将来从事

的业务之间构成同业竞争时，则本承诺人将在海翔药业、台州

前进及其子公司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该等业务或促使本

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该等业务；

如海翔药业、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进一步要求，海翔药业、台

州前进及其子公司享有该等业务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

（五）如从第三方获得任何与海翔药业经营的业务存在竞争或

2014

年 05

月 05

日 

长期 
严格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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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竞争的商业机会，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其他企业将立即通知海翔药业，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与海翔

药业及其子公司；（六）如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海翔药业、

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海翔药业、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的其他

股东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申请强制本承诺人履行上述承诺，

并赔偿海翔药业及其子公司、海翔药业及其子公司的其他股东

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同时本承诺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

利益归海翔药业所有。 

王云富、

浙江东港

投资有限

公司 

关于

关联

交易、

资金

方面

承诺 

（一）本承诺人将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本承诺人及本承诺

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海翔药业、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以外的

其他企业与台州前进、海翔药业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二）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等价有偿、平等互利

"的原则，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参照市场同行的标准，公允

确定关联交易的价格，并严格按照海翔药业的公司章程及有关

法律法规履行批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三）

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海翔药业、台州前进

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海翔药业、台

州前进及其子公司及相关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四）本承诺人

及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海翔药业、台州前进及其子公

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不通过向海翔药业、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借

款或由海翔药业、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代偿债务、

代垫款项等各种名目侵占海翔药业、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的资

金；（五）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与海翔药业、台州前进及

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除海翔药业、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优

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与海翔药业、

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六）本承诺人愿意

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海翔药业、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造成

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2014

年 05

月 05

日 

长期 
严格

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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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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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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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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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9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互动易平台 2019年 9月 16日投资者活

动关系表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思卫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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