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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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郑玉群 董事 出差 叶湘武

丁健 独立董事 出差 杜守颖

孙刚 董事 出差 叶湘武

公司负责人叶湘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丛树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丛树芬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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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2,725,808.47 5,227,113,436.26 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328,291,023.38 2,483,665,326.15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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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864,353.02 -32.53% 1,033,105,103.57 -3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5,977,913.47 -513.68% -142,943,425.89 -22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7,491,560.24 -527.27% -230,688,474.62 -337.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4,158,828.05 -80.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41 -513.60% -0.1625 -222.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41 -513.60% -0.1625 -222.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7% -10.52% -5.95%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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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15,932.62 包括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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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2,7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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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509.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07,851.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5,0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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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02,247.14

合计 87,745,048.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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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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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湘武 境内自然人 19.80% 174,166,182 130,624,636 质押 109,700,00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2% 113,680,665 0 0

张慧 境内自然人 4.14% 36,420,493 0 0

叶高静 境内自然人 3.86% 33,918,998 0 0

简卫光 境内自然人 3.70% 32,511,949 32,511,949 质押 28,380,000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菱津杉－融创未来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58% 13,860,000 0 0

平江县国有资产管理

局
国有法人 1.26% 11,083,369 0 0

津杉华融（天津）产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国有法人 1.25% 11,000,000 0 0

李贵山 境内自然人 1.23% 10,780,000 0 0

贵阳众诚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4% 8,301,087 0 质押 4,5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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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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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3,680,665 人民币普通股 113,680,665

叶湘武 43,541,546 人民币普通股 43,541,546

张慧 36,420,493 人民币普通股 36,420,493

叶高静 33,918,998 人民币普通股 33,918,998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华菱津杉－融创未来资产管理

计划

13,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60,000

平江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11,083,369 人民币普通股 11,083,369

津杉华融（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0

李贵山 10,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80,000

贵阳众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301,087 人民币普通股 8,301,087

简炼炜 8,2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叶湘武、叶高静两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名股东/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境内自然人股东张慧、叶高静、简炼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张慧之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5,120,493股；叶高静之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3,918,998股；简炼炜之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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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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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变动幅度 说明

货币资金 1,125,247,128.05 512,106,607.40 119.73%主要系票据到期变现及借款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71,648,360.27 777,280,677.96 -77.92%主要系票据到期变现所致

其他应收款
280,817,493.44 46,181,125.70 508.08%主要系本期业务推广备用金增加、融资租赁保

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35,946,175.99 23,079,332.90 489.04%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及大额存单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203,050,000.00 730,000,000.00 64.80%主要系取得银行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 26,829,850.32 46,366,092.33 -42.13%主要系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167,739.84 9,832,680.80 -67.78%主要系应付工资余额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21,019,189.96 106,693,410.74 -80.30%主要系收入下降导致应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44,380,168.69 165,306,666.00 47.83%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融资租赁租金重分类所致

长期应付款 173,566,200.24 42,092,900.45 312.34%主要系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177,412,697.33 61,612,211.77 187.95%主要系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52,340.42 66,134.76 886.38%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元） 同比增减 说明

营业收入 1,033,105,103.57 1,491,978,701.10 -30.76%

主要系公司受药品招投标降价及地方辅助用药的政策影

响，主要产品参芎葡萄糖注射液等销量下滑；受“4+7”带

量采购间接影响，公司部分产品销售单价下调；榄香烯产

品因产品名称变更导致的医保变更在办理过程中造成该

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比大幅下滑，目前医保变更已完成；公

司为拓展基层市场，实现终端下沉，增加代理销售，导致

平均售价下降；同时公司营销改革期间销售人员调整尚未

完成，部分产品的销量下滑，致使销售收入减少

税金及附加 11,986,517.87 24,068,492.44 -50.20%主要系收入同比下降所致

投资收益 77,556,381.63 -39,176.40 198,067.10%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及联营单位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583,289.91 -11,962.18 -4,776.12%主要系本期处置废旧机器设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630,062.13 195,568.69 222.17%主要系本期其他收入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869,701.05 44,585,926.80 -59.92%主要系收入同比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142,943,425.89 116,706,265.41 -222.48%主要系收入下降，以及公司进行营销改革，加强专业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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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的净利润 术推广工作，整体的销售推广费用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1,547,392.85 -15,163,380.89 -42.10%
主要系收入下降，以及公司进行营销改革，加强专业的学

术推广工作，整体的销售推广费用增加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元） 同比增减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158,828.05 224,099,982.48 -80.30%主要系销售回款下降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4,169,526.82 43,713,477.12 550.07%主要系处置子公司资金回笼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772,709.87 -208,937,886.87 79.53%主要系处置子公司资金回笼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09,507,350.00 638,500,000.00 105.09%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及融资租赁款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3,354,300.90 -89,077,227.81 777.34%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及融资租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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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继续推进改革，激发销售团队内在动力：从2018年开始公司着手进行内部改革，重新树立了“走与国际接轨的仿

制药产业化道路”的目标。在两票制、辅助用药受限的外部压力之下，公司首先进行销售改革，辅以必要的人事变动，同时

聘请资深背景的销售管理人员、聘请专业销售顾问以及管理咨询公司，自下而上全面梳理销售团队，建立起一支动力更足的

销售力量。

2、公司子公司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7日与浙江驭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

的浙江景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11.25%的股份作价1,620万元转让给浙江驭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截至本报告末，公司已收到

浙江驭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458万元整。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债券发行的预案

2019年 06月 13日
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19-033号《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

2019年 06月 13日 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19-034号《公司债券发行预案公告》

2019年 07月 03日
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19-045号《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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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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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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30,000 -- -20,000 18,681.27 下降 -260.59% -- -207.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10 -- -0.2273 0.2123 下降 -260.62% -- -207.08%

业绩预告的说明

1、受药品招投标降价及地方辅助用药的政策影响，公司主要产品参芎葡萄糖注射液等销量下

滑；受“4+7”带量采购间接影响，公司部分产品销售单价下调，致使销售收入减少。

2、榄香烯产品因产品名称变更导致的医保变更在办理过程中造成该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比大幅

下滑，目前医保变更已完成。

3、公司营销改革期间销售人员调整尚未完成，部分产品的销量产生波动，导致收入下降。

4、公司为拓展基层市场，实现终端下沉，增加代理销售，导致平均售价下降。

5、公司进行营销改革，加强专业的学术推广工作，导致整体的销售推广费用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9,480 3,000 0

合计 19,480 3,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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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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 1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经营状况等

2019年 07月 1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整体情况、产品情况、股东减持的原因等

2019年 07月 2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 7月份股东人数

2019年 07月 2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经营状况等

2019年 07月 2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子公司尚进的情况及公司的未来发展趋势

2019年 08月 09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经营状况及带量采购对公司影响

2019年 08月 1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经营状况及公司未来发展情况

2019年 08月 19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氟比洛芬酯注射液在全国有几家公司在生产

2019年 08月 2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网上公布的最新医保目录，公司是否有药品进入医

保目录

2019年 08月 2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债券回售资金来源

2019年 09月 0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经营状况等

2019年 09月 0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经营状况等

2019年 09月 0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 8月 26日公告的三位股东减持原因

2019年 09月 0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9年 09月 06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 09月 2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经营状况等

2019年 09月 2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产品氟比洛芬酯的进展情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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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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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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