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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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保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达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红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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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75,320,618.09 1,801,618,651.10 -2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1,611,818.85 125,370,315.98 -1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8,907,054.75 122,763,757.85 -1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2,069,444.30 -519,396,823.04 66.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2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2 -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4% 4.12%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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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1,134,832.67 7,460,560,292.68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55,139,324.66 3,679,078,811.36 4.79% 

注：2019 年度，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向购买。根据反向购买原则，购买日由会计上母公

司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罗欣”）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比较信息采用法律上子公司的比较信息，

即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合并财务报表的比较信息为山东罗欣 2019 年第一季度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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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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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0,633.2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44,722.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0,460.0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05,182.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4,141.82  

合计 12,704,76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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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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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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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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秀宝 境内自然人 27.07% 100,294,266 100,016,262 质押 54,059,231 

得怡（珠海）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得怡欣华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1.25% 41,692,359 0   

克拉玛依市得怡

恒佳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9.66% 35,789,757 0 质押 30,677,645 

克拉玛依市得怡

欣华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4% 24,961,414 0 质押 21,395,498 

方东晖 境内自然人 5.64% 20,884,500 20,884,500   

温岭市大任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2% 10,442,080 0   

朱富林 境内自然人 0.41% 1,521,160 1,140,870   

陶胜强 境内自然人 0.33% 1,226,580 0   

广州明佳仓储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0% 1,100,082 0   

袁小华 境内自然人 0.23%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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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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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得怡（珠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得怡欣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1,692,359 人民币普通股 41,692,359 

克拉玛依市得怡恒佳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35,789,757 人民币普通股 35,789,757 

克拉玛依市得怡欣华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24,961,414 人民币普通股 24,961,414 

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442,080 人民币普通股 10,442,080 

陶胜强 1,226,580 人民币普通股 1,226,580 

广州明佳仓储有限公司 1,100,082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82 

袁小华 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0,000 

古冠南 838,668 人民币普通股 838,668 

葛世栋 723,969 人民币普通股 723,969 

郑国基 718,100 人民币普通股 718,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得怡（珠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得怡欣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克拉

玛依市得怡恒佳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克拉玛依市得怡欣华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为

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股东袁小华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 850,000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

量为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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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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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617,221,336.82 1,108,522,589.29 45.89% 本期赎回理财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106,841,000.00 -100.00% 本期赎回理财 

其他流动资产 163,400,601.28 502,875,903.04 -67.51% 本期赎回理财 

应付票据 671,461,724.77 448,181,063.10 49.82% 本期新开立应付票据 

应交税费 69,731,603.78 226,474,718.64 -69.21% 本期支付上期税费 

应付债券 69,382,569.36 126,566,440.92 -45.18% 可转换债券转股 

其他权益工具 18,578,697.28 34,781,386.30 -46.58% 可转换债券转股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386,648,861.39 764,395,542.78 -49.42% 受疫情影响推广费下降 

财务费用 16,508,777.11 5,515,074.06 199.34% 本期借款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7,517,492.83 423,880,571.05 -39.25% 
上期支付以前年度申请延迟缴

纳的税费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72,000,000.00 400,000,000.00 43.00% 本期新增借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00,000,000.00 0.00  100.00% 本期归还借款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18,090,828.84 28,478,024.10 -36.47% 上期支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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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公司实施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方式收购山东罗欣99.65476%股份。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专业从事井用潜水泵、小型潜水泵、陆上泵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转型进入医药制造行业，主营业务为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因此，公司业务和资产

负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2019年12月31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山东罗欣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3006号）核准公司向罗欣控股等33名交易对方发行共计1,075,471,621股股份购买相关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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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山东罗欣向公司签发了《股权证》（编号：LXYY0000036）并将公司登记在其股东名册，公司持有

山东罗欣607,495,428股股份，股票种类为普通股。公司完成本次重组的置入资产交割程序。 

     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与本次重组各方签署《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自置出资产交割日（即2019年12月31日）起，公

司即被视为已经履行完毕本次交易项下置出资产交付义务。 

2020年3月1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方秀宝及其一致行动人李雪琴、方东晖、方洁音已经将其持有的33,060,750股、34,575,280股、6,961,500股和27,846,000

股股份于2020年3月9日转让给本次重组的股份受让方。 

     2020年4月8日，本次重组新发行1,075,471,621股股份上市交易，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445,991,217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更新后）  
2020 年 01 月 03 日 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事项完成置入资产与置出资

产交割的公告 

2020 年 01 月 03 日 www.cninfo.com.cn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协

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2020 年 03 月 12 日 www.cninfo.com.cn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2020 年 04 月 07 日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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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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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置自有资金 24,523.80 1,93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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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4,523.80 1,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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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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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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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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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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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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