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262                           证券简称：恩华药业                           公告编号：2020-006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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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19,125,91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恩华药业 股票代码 0022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保州 吴继业 

办公地址 徐州市民主南路 69 号恩华大厦十一楼 徐州市民主南路 69 号恩华大厦十五楼 

电话 0516-87661189 0516-87661012 

电子信箱 dbz1966@126.com nhwawu@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医药生产、研发和销售，医药销售含公司生产的制剂销售及医药批发和零售业务。 

1、医药生产制造业务方面 

公司主要从事中枢神经类产品的生产，包括麻醉类、精神类和神经类医药原料及其制剂类产品的生产制造。麻醉类主要

产品有力月西（咪达唑仑注射液）、福尔利（依托咪酯脂肪乳注射液）、一思（盐酸右美托咪啶注射液）、锐纷（瑞芬太尼

注射液）、泊得乐（丙泊酚注射液）、盐酸戊乙奎醚注射液等。精神类产品主要有帕格（阿立哌唑片）、优必罗（盐酸度洛

西汀肠溶片）、思贝格胶囊（盐酸齐拉西酮胶囊）、一舒（盐酸丁螺环酮片）、氯氮平片（口崩片）、氯硝安定片、思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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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利培酮片）等。神经类主要产品有迭力（加巴喷丁胶囊）、力月西片（马来酸咪达唑仑片）、利鲁唑片等。原料药主要

产品有马来酸咪达唑仑、依托咪脂、盐酸右美托咪啶、盐酸戊乙奎醚、利培酮、非诺贝特粉、氢溴酸西酞普兰、加巴喷丁、

五氟利多、咪康唑、硝酸益康唑等30余个原料药。 

2、药品研发业务方面 

公司主要从事中枢神经类药物及心脑血管类药物的研发。报告期内，公司投入科研经费188,974,077.55元，比上年度增

长了9.85%，公司在研科研项目60多项。开展一致性评价项目18个，其中：在审评项目5个（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咪达

唑仑注射液、注射用盐酸瑞芬太尼等），已通过一致性评价项目3个（利培酮片、利培酮分散片、氯氮平片）；获得仿制药

生产批件1件（盐酸戊乙奎醚注射液）；仿制药在审评项目5个（枸橼酸舒芬太尼及注射液、盐酸羟考酮注射液、地佐辛及注

射液、普瑞巴林胶囊、盐酸阿芬太尼及注射液）；在研创新药项目共计11个，其中：3个项目计划于2020年申报临床（CY150112、

H04、TRV130），8个项目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筛选确定2个候选药物并计划在2020年开展药学及临床前药理毒理研究工

作。 

报告期内申请发明专利26件，PCT专利申请4件，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0件。 

3、药品销售业务方面 

公司全资子公司恩华和信主要从事公司自产的制剂类产品批发销售；公司控股子公司恩华连锁主要从事药品的零售业务

（含本公司产品）；公司控股子公司恩华和润主要从事药品的批发业务（含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1）报告期内，恩华和信继续加强营销队伍建设，适时调整销售策略，促进产品销售。 

（2）报告期内，恩华连锁按照“立足徐州，做区域龙头”发展思路，实行区域聚焦战略，2019年新增门店5家，关闭5家

（主要因为政府拆迁、房租到期不能续租而关闭）。截至报告期末，共有73家门店。 

（3）报告期内，公司为了进一步聚焦主营业务发展，集中资源研发中枢神经类产品，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于

2019年11月29日将持有的恩华和润56%股权作价人民币5,779.20万元转让给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并自2019年12月1日起退

出公司会计报表合并范围。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公司所处的行业为医药行业，细分行业为中枢神经药物行业和医药商业。 

    2、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相结合，一、二、三产业为一体的产业，其与国

人身心健康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刚性需求，是典型的弱周期行业。 

    3、国内中枢神经药物行业和国外相比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预计中国中枢神经类药物将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 

    4、公司是国家定点麻醉及精神药品生产基地，是国内重要的中枢神经系统药物的生产商和销售商，同时也是国内唯一

一家专注于中枢神经系统药物研发和生产的制药企业。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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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149,312,426.10 3,858,168,590.56 7.55% 3,393,676,95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3,308,783.48 524,807,849.78 26.39% 394,634,27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2,667,998.22 498,341,578.75 20.93% 356,220,479.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972,855.81 404,524,742.72 -24.36% 452,348,798.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 0.52 26.92% 0.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 0.52 26.92% 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2% 19.48% 0.74% 17.3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4,201,501,934.75 4,030,165,324.07 4.25% 3,301,569,47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20,678,968.80 2,956,350,329.00 22.47% 2,452,376,295.4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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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49,473,246.44 1,047,753,312.24 1,100,300,394.59 951,785,47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804,066.63 195,981,252.48 198,962,406.53 142,561,05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910,836.03 196,143,297.92 199,185,618.28 81,428,24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312,251.50 141,599,345.14 276,102,202.44 -258,040,943.2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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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0,15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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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恩华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74% 354,126,321  质押 119,500,000 

孙彭生 境内自然人 4.81% 49,012,038 36,759,028   

陈增良 境内自然人 3.92% 39,928,590 29,946,442   

付卿  3.92% 39,928,587 29,946,440   

杨自亮 境内自然人 3.68% 37,532,435 28,149,326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0% 17,329,985    

张旭 境内自然人 1.53% 15,546,700    

马武生 境内自然人 1.22% 12,442,708    

上海宽远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宽远价值进

取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8% 8,000,03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1% 7,280,8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孙彭生、付卿、陈增良及杨自亮合计持有徐州恩华投资有限公司 55.58%的股权和本公司

16.33%的股权，直接和间接控制本公司 51.07%的股份，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8 年 4 月

12 日，孙彭生、付卿、陈增良及杨自亮四人经过充分协商并统一意见后决定同意续签《一致

行动协议》，该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孙彭生、付卿、陈增良及杨自亮四人

以契约的形式成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张旭报告期末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46,700 股外，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1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546,700 股，分别比报告期初增

加-11,900 股、-50,000 股、-61,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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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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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49,312,426.1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3,308,783.4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39%。公司被评为“2019中国药品研发综合实力百强排行榜（第20位）”，“2018年纳税

特别贡献奖”，“中国上市公司百强排行榜”，“社保诚信AAA级单位”，有12个产品获得省医药协会颁发了“2019江苏省医药行

业优秀产品品牌”。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大研发投入，推进重点产品的一致性评价。公司投入科研经费188,974,077.55元，比上年度增长了9.85%，在研科研

项目60多项。开展一致性评价项目18个，其中：在审评项目5个，已通过一致性评价项目3个；获得仿制药生产批件1件，仿

制药在审评项目5个；在研创新药项目共计11个，其中：3个项目计划于2020年申报临床（CY150112、H04、TRV130），8

个项目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筛选确定2个候选药物并计划在2020年开展药学及临床前药理毒理研究工作。申请发明专利26

件，PCT专利申请4件，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0件。 

    2、在坚持质量第一的基本原则下，继续优化和规范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确保生产安全环保和满足市场供应，继

续推进 “健康-安全-环保的生产系统（HSE系统）”建设。 

    3、继续加强营销队伍建设，调整销售策略，促进产品销售。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新招标模式下，不断推进产品销售

向专业化医学方向发展，适时调整销售策略，充分利用渠道优势重点做好对非集采产品的市场推广，扩大这类产品的销售规

模，提升市场占有率；与此同时，加大被纳入集采产品在非集采区域的推广力度，扩大这类产品在非集采区域的销售规模，

提升市场占有率，积极争取使被纳入集采产品在集采区域能够维持较为稳定的收入。 

    4、继续推进国际化战略。在推进国际化战略方面，一是走出去，加快推进公司原料药及制剂产品的国际贸易。二是引

进来，继续寻求与国外药企或研发机构合作，引进市场潜力大、临床效果好的产品，充分利用公司的销售网络和渠道优势，

在国内代理销售。 

    5、不断强化安全生产管理，继续推进环保管理体系建设。公司不断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把安全生产管理重心落实到基

层生产一线。将安全隐患进行分类管理，将安全管理、隐患整改等安全工作列入单位及部门负责人考核指标中。建立厂区重

点安全监控区位及安全风险点管理台账，增加安全检查专职人员，专门负责开展生产现场安全检查。公司将环境保护作为企

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实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每年对环保设施进行必要的投入，保证了环

保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转，确保污水处理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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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加强药品质量控制管理。公司高度重视质量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公司质量管理水平。通过执行严格的质量标准，实施

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安全。 

    7、做好公司产品注册备案和GMP认证工作。2019年度共申报4个品规的再注册，并全部拿到再注册批件；申报并获得麻

醉药品精神药品定点生产批件1个；共申报药品补充申请4个，已批准三个，还有一个等待批准。完成了对冻干粉针剂车间

GMP认证，并获得GMP证书。 

    8、完成研究院新药研发数字化信息系统建设，提升了企业的研发竞争力。 

    9、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加强原料采购成本控制和生产成本考核，开展技术革新，改进工艺降低物料消耗，通过自动化

设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10、持续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公司根据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

求，对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及时地梳理和修订，并对有关制度流程进行了优化。 

    11、完成了江苏好欣晴新一轮融资，奠定了江苏好欣晴在精神心理互联网医疗行业的领头地位。2019年，随着互联网医

院政策的逐渐落实推广和江苏好欣晴团队的努力，该公司的业务得以迅速发展，2019年全年平台在线医疗和药品交易业务规

模达2.6亿元，比2018年增长了近5倍。为此，该公司在2019年新一轮的融资中获得了韩国顶级投资机构KIP的风险投资，进

一步奠定了该公司在精神心理互联网医疗的行业龙头地位。 

    截止2020年2月底，江苏好欣晴平台注册精神科已认证医生超过2.5万名，占精神科医生总数的70%以上，注册用户超过

300万人，每月服务患者人次超过10万人次，成为国内移动医疗一支新秀。 

    12、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一是通过在苏州设立研发机构，加强对研发高端人才的引进。二是对公司现有的人才进

行培养，不断提升各个层次人才的专业、技术和管理能力，增强其执行力、向心力和归属感。三是完善了对各个层次人才的

激励和考核测评体系，提高其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

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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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

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

年末余额52,148,462.08元， “应收账

款”上年年末余额858,533,017.75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

年末余额89,824,214.17元， “应付账

款”上年年末余额262,950,761.47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末

余额3,104,161.54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

末余额645,048,888.10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

余额10,750,000.00元， “应付账款”上年

年末余额75,839,775.34元。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

增“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比较数

据不调整。 

董事会 无 无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

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

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负债）”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董事会 无 无 

（2）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 无 无 

（3）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 27,117,788.89 27,117,788.89 

（4）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 无 无 

（5）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 无 无 

（6）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 无 无 

（7）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董事会 无 无 

（8）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董事会 无 无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

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971,854,195.86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971,854,195.86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52,148,462.08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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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52,148,462.08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858,533,017.75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858,533,017.75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8,759,969.25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8,759,969.25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以 成 本 计 量

(权益工具) 

27,117,788.89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29,798,150.49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754,586,653.61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754,586,653.61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104,161.54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104,161.54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645,048,888.1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645,048,888.10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77,541,033.10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77,541,033.10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以 成 本 计 量

(权益工具) 

27,117,788.89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29,798,150.49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

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

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号），

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

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

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无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71,854,195.86 971,854,19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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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135,000,000.00 135,000,000.00  135,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52,148,462.08  -52,148,462.08  -52,148,462.08 

  应收账款 858,533,017.75 858,533,017.75    

  应收款项融资 不适用 52,148,462.08 52,148,462.08  52,148,462.08 

  预付款项 73,041,865.90 73,041,865.9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38,759,969.25 38,759,969.2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410,491,010.80 410,491,010.80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506,660,212.79 371,660,212.79 -135,000,000.00  -135,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2,911,488,734.43 2,911,488,734.43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117,788.89 不适用 -27,117,788.89  -27,117,788.89 

  其他债权投资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7,938,016.42 17,938,016.4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29,798,150.49 27,117,788.89 2,680,361.60 29,798,150.49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投资性房地产 15,843,589.45 15,843,589.45    

  固定资产 766,017,859.08 766,017,859.08    

  在建工程 77,027,259.31 77,027,259.3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10,962,116.68 110,962,116.6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659,799.52 3,659,799.52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162,652.09 21,162,652.09    

  其他非流动资产 78,947,508.20 78,947,508.2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18,676,589.64 1,121,356,951.24  2,680,361.60 2,680,361.60 

资产总计 4,030,165,324.07 4,032,845,685.67  2,680,361.60 2,680,361.6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17,330,316.36 317,330,316.36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不适用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89,824,214.17 89,824,2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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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账款 262,950,761.47 262,950,761.47    

  预收款项 32,133,410.96 32,133,410.9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706,053.61 706,053.61    

  应交税费 94,530,350.65 94,530,350.65    

  其他应付款 186,146,291.61 186,146,291.61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983,621,398.83 983,621,398.83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230,000.00 23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90,818,882.78 90,818,882.78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91,048,882.78 91,048,882.78    

负债合计 1,074,670,281.61 1,074,670,281.6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020,015,711.00 1,020,015,711.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27,542,505.53 127,542,505.53    

  减：库存股 97,709,613.00 97,709,613.00    

  其他综合收益  2,680,361.60  2,680,361.60 2,680,361.60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38,064,694.64 238,064,694.64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668,437,030.83 1,668,437,030.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2,956,350,329.00 2,959,030,690.60  2,680,361.60 2,680,361.60 

  少数股东权益 -855,286.54 -855,286.5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55,495,042.46 2,958,175,404.06  2,680,361.60 2,680,361.6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030,165,324.07 4,032,845,685.67  2,680,361.60 2,680,361.60 

 

 

各项目调整情况的说明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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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54,586,653.61 754,586,653.61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135,000,000.00 135,000,000.00  135,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104,161.54  -3,104,161.54  -3,104,161.54 

  应收账款 645,048,888.10 645,048,888.10    

  应收款项融资 不适用 3,104,161.54 3,104,161.54  3,104,161.54 

  预付款项 6,265,492.97 6,265,492.97    

  其他应收款 277,541,033.10 277,541,033.10    

  存货 195,555,112.06 195,555,112.0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65,011,487.21 330,011,487.21 -135,000,000.00  -135,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2,347,112,828.59 2,347,112,828.59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117,788.89 不适用 -27,117,788.89  -27,117,788.89 

  其他债权投资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69,688,890.57 69,688,890.5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29,798,150.49 27,117,788.89 2,680,361.60 29,798,150.49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投资性房地产 43,988,912.62 43,988,912.62    

  固定资产 713,268,053.82 713,268,053.82    

  在建工程 66,460,673.94 66,460,673.94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01,433,749.29 101,433,749.2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61,352.01 2,461,352.01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214,341.67 32,214,341.6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56,633,762.81 1,059,314,124.41  2,680,361.60 2,680,361.60 

资产总计 3,403,746,591.40 3,406,426,953.00  2,680,361.60 2,680,361.6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不适用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0,750,000.00 10,750,000.00    

  应付账款 75,839,775.34 75,839,775.34    

  预收款项 7,355,226.07 7,355,226.07    

  应付职工薪酬 506,174.20 506,174.20    

  应交税费 84,017,361.91 84,017,361.91    

  其他应付款 156,541,133.60 156,541,1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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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35,009,671.12 335,009,671.1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30,000.00 23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85,146,925.45 85,146,925.45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85,376,925.45 85,376,925.45    

负债合计 420,386,596.57 420,386,596.5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020,015,711.00 1,020,015,711.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24,207,114.90 124,207,114.90    

  减：库存股 97,709,613.00 97,709,613.00    

  其他综合收益  2,680,361.60  2,680,361.60 2,680,361.60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36,405,849.14 236,405,849.14    

  未分配利润 1,700,440,932.79 1,700,440,932.7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83,359,994.83 2,986,040,356.43  2,680,361.60 2,680,361.6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403,746,591.40 3,406,426,953.00  2,680,361.60 2,680,361.6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无新增的子公司。 

2、本期减少子公司1家：2019年11月，公司第五届董事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恩华和润部分股权的议

案》，将其持有江苏恩华和润医药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南京医药徐州恩华有限公司）56%的股权作价5,779.20万元转让给了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后公司持有南京医药徐州恩华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下降至24%，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0.00% 至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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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13,838 至 16,354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2,58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系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所致。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彭生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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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4）对2020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