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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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哲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因疫情影响无法在 2020年 4月 15日前披露 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做好 2019 年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

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免于进行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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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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774,671.77 294,625,539.38 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81,264.66 19,196,531.94 -9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808,560.90 -53,955,286.61 89.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875,651.10 -106,845,603.00 23.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6 0.0218 -92.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6 0.0218 -92.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9% 0.78%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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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0,109,201.75 4,350,072,904.84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89,552,003.06 1,588,007,410.82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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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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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3,1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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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13.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7,238.8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92,747.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78,835.55  

合计 7,189,82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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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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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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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70,000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2% 113,680,665 0   

#叶高静 境内自然人 3.86% 33,918,998 0   

简卫光 境内自然人 2.57% 22,602,049 19,803,862 质押 20,379,900 

#张慧 境内自然人 1.92% 16,930,7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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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江县国有资产

管理局 
国有法人 1.26% 11,083,369 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1.13% 9,920,000 0   

#简炼炜 境内自然人 1.06% 9,309,100 0   

#李莞生 境内自然人 0.95% 8,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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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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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高静 33,918,998 人民币普通股 33,91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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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 16,930,757 人民币普通股 16,93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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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重阳 9,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920,000 

#简炼炜 9,309,100 人民币普通股 9,309,100 

#李莞生 8,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00,000 

维梧百通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

限公司 
7,257,153 人民币普通股 7,257,1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叶湘武、叶高静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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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的境内自然人股东叶高静、张慧、简炼炜、李莞

生参与融资融券业务，叶高静之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33,918,998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 33,918,998 股；张慧之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90,00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840,757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 16,930,757

股；简炼炜之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09,10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000,000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 9,309,100 股；李莞生之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400,000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 8,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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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金额（元） 期初金额（元） 变动幅度 说明 

应收款项融资 12,864,906.96 27,231,676.59 -52.76% 主要系票据到期变现及本期收到票据减少所致 

预付账款  83,001,845.14  53,169,170.40 56.11% 主要系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60,146,284.94 42,320,783.44 42.12% 主要系本期业务推广备用金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017,424.49 6,729,981.86 -55.16% 主要系上年计提的奖金本期支付所致 

应付利息 12,126,381.25 4,850,552.50 150.00% 主要系本期计提公司债利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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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金及附加  2,353,736.73   3,676,452.58  -35.98%  主要系增值税税率调整所致  

销售费用  76,135,370.17   110,968,976.37  -31.39% 主要受疫情影响，学术推广活动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0,153,144.37   5,859,057.45  73.29%  主要系本期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17,332.51   67,257,699.12  -100.32%  主要系上期处置金沙医院股权取得投资收益6,932万元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68,409.76   -567,694.12  87.95%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45,578.07   28,283.82  414.70%  主要系其他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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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75,651.10   -106,845,603.00  23.37% 主要系销售回款和日常费用支付变动综合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65,996.76   37,819,220.56  -214.93% 主要系上期收到金沙医院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936,944.25   2,534,990.66  1041.50%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5,750,231.40   -66,776,581.64  -43.39% 系上述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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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报告期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司子公司海南锦瑞制药有限公司纳入《全国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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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峰注射剂有限公司、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均纳入《贵州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公司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极力

为支援疫情防控提供相关物资的供应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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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9,000 3,000 0 

合计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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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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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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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01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业务经营情况 

2020 年 01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 2020 年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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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2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司的复工情况 

2020 年 03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在研产品的最新进展 

2020 年 03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一季度报告披露时间 

2020 年 03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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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叶湘武 

2020 年 4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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