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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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庆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韩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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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9,487,068.71 3,692,097,041.59 -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787,925,738.41 2,513,548,000.65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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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529,425.93 -1.87% 2,713,795,914.26 -2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1,214,764.01 23.13% 479,276,144.81 -1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7,517,665.88 18.80% 455,715,750.41 -18.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91,967,983.91 7.48% 424,155,685.49 -6.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91 22.43% 0.5164 -18.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91 22.43% 0.5164 -18.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3% 0.23% 18.08%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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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4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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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95,423.9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03,984.6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82,543.24  

合计 23,560,39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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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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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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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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奥赛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20% 317,470,588 317,470,588   

江苏苏洋投资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7% 143,617,647 143,617,647   

中亿伟业控股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47% 143,617,647 143,617,647   

伟瑞发展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2.22% 113,382,352 113,382,352   

南京海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7% 37,794,117 37,794,117   

陈会利 境内自然人 1.49% 13,852,163 10,389,572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2% 7,587,866    

曲维孟 境内自然人 0.30% 2,752,300 2,326,875   

赵小奇 境内自然人 0.26% 2,450,000    

胡德新 境内自然人 0.23% 2,098,300 2,098,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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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587,866 境内上市外资股 7,587,866 

陈会利 3,462,591 人民币普通股 3,462,591 

赵小奇 2,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000 

周文斌 1,218,888 人民币普通股 1,218,88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

中证医药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73,270 人民币普通股 1,17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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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79,070 人民币普通股 879,070 

张洪智 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 

武竹艳 735,740 人民币普通股 735,740 

方岩松 733,060 人民币普通股 733,06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729,946 境内上市外资股 729,9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南京奥赛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伟瑞发展有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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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末余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应收款项融资   171,294,724.08    304,904,267.34  -43.82% 主要系银票贴现与到期较多，应收票

据余额减少 

预付款项    29,195,622.14     13,721,447.51  112.77% 主要系采购物资预付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29,430,416.47     44,447,901.24  -33.79% 主要系保证金和借款减少所致 

存货   155,227,860.85    226,555,695.96  -31.48% 主要系库存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70,653,983.89     50,000,000.00  41.31% 主要系投资连云港贵科药业所致 

开发支出   226,748,193.10     82,465,000.19  174.96% 主要系支付英国Shield公司里程碑费

用及其他创新药项目研发资本化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3,388,525.96      5,040,608.39  364.00% 新增代理产品独家销售权 

应付账款    91,717,376.02    274,833,338.64  -66.63% 主要系应付供应商款项减少 

其他应付款   387,960,336.16    639,137,428.40  -39.30% 主要系保证金减少及应付费用减少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管理费用  111,597,630.05   201,087,133.06  -44.50% 受疫情影响，相关支出减少 

财务费用   -18,724,893.70    -12,082,405.70  54.98% 主要系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     2,689,942.79      1,200,903.25  123.99% 主要系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5,767,976.58    -17,039,424.31  -133.85% 主要系账龄长的应收款收回，计提信

用减值损失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3,329,049.03   -111,352,107.04  64.64% 主要支付分红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37,512,995.51    250,642,363.01  -45.14% 疫情影响，收入下降，现金净增加额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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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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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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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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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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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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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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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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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9月 01

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广发证券、九泰

基金、太平资

管、东海基金、

博道基金、国信

证券（资管）、

中加基金、天风

证券（资管）、

恒生前海基金、

广发资管、中国

再保险、百年保

险资管等 35 家

投资机构 

公司战略布局

及重点产品研

发进度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

m.cn/）"投资者关系"

栏目发布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2020-010） 

2020 年 09月 08

日 
全景·路演天下 其他 其他 不特定投资者 

公司经营状况、

产品研发进度、

未来发展方向

等 

详见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html

/123119.shtml）“2020

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

互动交流记录。 

2020 年 09月 18

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华泰证券：代

雯、季李华、刁

贵军 

公司战略布局

及重点产品研

发进度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

m.cn/）"投资者关系"

栏目发布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20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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