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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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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鄢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金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金茹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543,104,317.62 1,589,320,531.71 -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57,431,349.61 1,489,036,337.96 -2.1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59,883.89 52,971,706.23 -56.6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40,193,945.35 404,424,394.81 -4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56,470.86 39,156,181.78 -17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332,992.17 15,585,928.43 -499.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 2.61 减少 4.5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2 -1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2 -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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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3,653.36 -677,170.0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35,355.25 1,912,7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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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5,931.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020.75 25,304,995.93  

合计 -257,318.86 34,276,521.3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1,86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陈德康 70,096,671 21.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养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1,154,075 9.6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谊和医疗管理

有限公司 

23,365,557 7.2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21,945,178 6.8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胡正国 10,700,000 3.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俞春雄 6,486,800 2.01 0 无 0 未知 

王泉平 5,511,000 1.7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何士明 4,686,800 1.45 0 无 0 未知 

彭崇勃 3,918,087 1.21 0 无 0 未知 

沈春宇 3,480,000 1.08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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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康 70,096,671 人民币普通股 70,096,671 

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1,154,075 人民币普通股 31,154,075 

上海谊和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23,365,557 人民币普通股 23,365,557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1,945,178 人民币普通股 21,945,178 

胡正国 10,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00,000 

俞春雄 6,486,800 人民币普通股 6,486,800 

王泉平 5,5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11,000 

何士明 4,686,8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6,800 

彭崇勃 3,918,087 人民币普通股 3,918,087 

沈春宇 3,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股东陈德康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2、股东上海谊和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是控股股东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一致行动人。3、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

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82,446,373.65 24.78 223,489,307.49 14.06 71.13 
主要系理财产品减

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

资产 
350,000,000.00 22.68 260,000,000.00 16.36 34.62 

主要系该类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8,621,833.15 1.21 26,766,531.95 1.68 -30.43 
主要系应收货款减

少所致。 

预付款项 8,182,846.81 0.53 15,949,735.80 1.00 -48.70 
主要系本期预付材

料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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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

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其他应收款 2,904,900.45 0.19 13,999,304.56 0.88 -79.25 

主要系本期收回土

地退还款及保证金

所致。 

其他流动资

产 
12,445,293.69 0.81 212,578,833.42 13.38 -94.15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

期所致。 

应付账款 18,855,268.64 1.22 34,287,232.78 2.16 -45.01 

主要系本期应付货

款及工程设备款减

少所致。 

预收款项 
  

18,283,017.69 1.15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

准则所致。 

合同负债 14,809,297.10 0.96 
  

不适用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

准则所致。 

应付职工薪

酬 
449,893.07 0.03 4,800,382.92 0.30 -90.63 

主要系计提的年终

奖本期已发放所

致。 

其他应付款 41,180,988.72 2.67 29,890,202.53 1.88 37.77 
主要系应付未付费

用增加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240,193,945.35 404,424,394.81 -40.61 
主要系本期滴眼液、大输液等产品销售收

入下降所致。 

税金及附加 4,096,734.70 5,960,633.12 -31.27 主要系与本期销售收入同向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118,692,359.49 181,958,856.66 -34.77 
主要系职工薪酬、广告费、推广费等减少

所致。 

财务费用 -5,989,777.80 -1,054,758.64 467.88 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952,408.36 1,312,500.00 48.75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359,331.63 73,559.93 -1947.92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8,081,270.54 -2,291,614.92 252.65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

致。 

所得税费用 -458,569.54 9,325,523.86 -104.92 主要系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净利润 -28,056,470.86 39,156,181.78 -171.65 
主要系本期滴眼液、大输液等产品销售收

入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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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59,883.89  52,971,706.23  -56.66 
主要系本期销售货款下降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545,699.76  -8,257,373.1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48,517.4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分配股利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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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苄达赖氨酸滴眼液一致性评价的相关情况 

公司已于2016年启动苄达赖氨酸滴眼液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委托杭州百诚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研究。 

2018年度，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莎普爱思）药品上市后评价工作座谈会、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莎普爱思）上市后临床研究方案讨论会先后召开；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委托专业CRO

公司组织实施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莎普爱思）上市后临床研究，研究方案进一步咨询有关专家意

见建议，并上报有关部门。截至2018年底，已基本完成原研药处方及质量剖析研究、原料药研究、

滴眼液处方筛选、配制工艺优化考察及包材对比研究等相关研究工作，实验室样品的各项质量指

标与原研药基本一致，未发现异常状况。 

2019年度，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组织召开了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莎普爱思）沟通

交流会；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查并通过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莎普

爱思）上市后临床研究方案，同意按该方案开展临床研究；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莎普爱思）上市

后临床试验研究者会议召开，就如何具体执行好临床研究方案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等全国9个省（市）的9家单位的有关技术人员在广州，参加中山大学中山

眼科中心主办的相关业务培训，以保证各临床研究单位具体操作的一致性。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等7家单位已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公司成立了包括董事长在内的苄达赖氨酸滴眼液（即莎普爱思滴眼液）一致性评价工作领导

小组，全力以赴推进有关工作。公司组织有关各方面对面讨论项目，督促临床合同研究组织（CRO）

进一步加快临床研究工作，与组长单位积极沟通加快临床进度，以争取尽快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提交评价结果。但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大，各研究

单位有关工作暂停或进展缓慢，各医院伦理审查及合同审核时间较长，试验周期长，公司预计无

法在原定期限内将评价结果上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公司已通过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

国家药监局申请延期完成一致性评价相关工作。 

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存在无法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在三年内完成

的可能；或存在公司申请延期完成一致性评价相关工作未予通过的可能；或虽完成苄达赖氨酸滴

眼液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并上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也存在未通过国家药监局的审评审

批的风险。如出现上述情况，公司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药品批准文号将可能被注销或到期后不予再

注册，从而导致该产品不能继续生产销售。 

苄达赖氨酸滴眼液为公司核心产品，若公司无法继续生产销售苄达赖氨酸滴眼液对公司生产

经营将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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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委托理财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占2018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33.76%）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用于投资低风险短期的银行理财产品和券商理财产品，自

2019年4月25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相关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9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6、

021）。 

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占2019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33.58%）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用于投资低风险短期的银行理财产品和券商理财产品，自

2020年8月28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相关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9、

052）。 

报告期内，公司到期的理财产品均已按期收回本金及收益。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进行委托理

财的金额（本金）为3.5亿元人民币，均在正常履行中，不存在逾期未收回本金和收益的情况。相

关委托理财及委托理财进展情况等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3.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改选的相关情况 

2020 年 8 月，因个人原因，陈德康先生向公司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职务；

王友昆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公司总经理职务；陈伟平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刘林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为不影响

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陈德康先生、王友昆先生、陈伟平先生、刘林先生的辞职将在公司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和新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之日起生效。 

2020 年 8 月，因个人原因，徐萍平女士、董作军先生、崔晓钟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职务。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徐萍平女士、董作军先生、崔晓钟

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2020 年 8 月，时亮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缪

跃英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职务。时亮先生、缪跃英女士的辞职报告

将自新的监事选举产生后生效。 

经公司 2020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

提名鄢标先生、胡建辉先生、吴建国先生、温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

意提名傅元略先生、徐国彤先生、葛盛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

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任期均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经公司 2020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汪燕女士、蔡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任期均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莎普爱思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9）、《莎普爱思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0）、《莎普爱思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改选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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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因工作内容调整，胡正国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担

任董事、总工程师职务；因工作内容调整，吴建国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仍

在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职务；因个人原因，张群言女士辞去财务总监职务。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胡正国先生、吴建国先生、张群言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莎普爱思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暨聘任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51）。 

经公司 2020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分别选举鄢标先生、胡建辉先生、吴建国先生、温玄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傅元略先生、徐国彤先生、葛盛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汪燕女士、

蔡立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同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同意选举鄢标先生为董事

长,同意聘任胡建辉先生为总经理、王金茹女士为财务总监、江建斌先生、姚志强先生为副总经理、

温玄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均自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同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同意选举汪燕女士为监事会主席，任期自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于 2020 年 8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8、049、050、051）。 

 

4. 关于现金收购泰州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相关情况 

公司2020年9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现金收购泰州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支

付方式收购上海渝协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协和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泰州市妇女

儿童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泰州医院100%股权。详细内容请见公

司于2020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8）。 

泰州医院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泰州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详

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0-082）。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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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期公司继续积极开拓医药生产及销售业务，强化精细化管理和目标考核，降低制造成本增

加企业效益，但由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及不确定较多，公司的滴眼

液、头孢等产品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导致利润下滑，同时由于全资子公司莎普爱思强身药

业有限公司预计2020年度业绩为亏损，预测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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