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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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玉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耿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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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2,170,842.05 4,698,048,449.36 1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472,543,909.33 2,630,930,917.49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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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119,231.54 -33.91% 770,717,317.09 -4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4,943,130.61 -312.23% -158,387,008.16 -20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4,019,227.79 -365.73% -189,471,295.10 -242.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764,882.48 -67.68% 12,783,239.05 -80.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325.00% -0.16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325.00% -0.16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8% -4.21% -6.21%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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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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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66,086.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0,881.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6,842,680.75  

合计 31,084,286.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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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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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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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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晋商联盟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8% 241,464,944 212,173,544 

质押 241,064,944 

冻结 241,464,944 

于兰军 境内自然人 19.66% 190,000,000 0 质押 70,000,000 

苏州晋商联盟陆

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5% 28,559,201 28,559,201 

质押 28,245,747 

冻结 20,270,000 

通化市永信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7% 20,000,000 0 质押 10,000,000 

苏州晋商联盟柒

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 18,737,517 18,737,517 

质押 18,730,000 

冻结 18,730,000 

上海木恺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 12,603,300 0   

刘忠敏 境内自然人 0.75% 7,236,900 0   

武慧 境内自然人 0.74% 7,147,100 0   

李淑华 境内自然人 0.73% 7,030,376 0   

苏州仁和汇智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4,67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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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兰军 19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00 

北京晋商联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9,29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9,291,400 

通化市永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上海木恺贸易有限公司 12,60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03,300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刘忠敏 7,236,900 人民币普通股 7,236,900 

武慧 7,147,100 人民币普通股 7,147,100 

李淑华 7,030,376 人民币普通股 7,030,376 

苏州仁和汇智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4,677,300 人民币普通股 4,677,300 

席丽芬 4,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50,000 

李冰侠 4,448,249 人民币普通股 4,448,2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北京晋商联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晋商联盟陆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晋商

联盟柒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除此在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通化市永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000,000 股，普通账

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0,000,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0,000,000 股。股东上海木恺

贸易有限公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603,3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2,6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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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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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度

期末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9.15% 本期贷款较上年同期增加，尚未使用资金增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3.75% 本期收购医院15%股权所致。 

 长期借款  99.94% 本期新增贷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  62.88% 系神源本期收到拆迁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5.11% 受疫情及医保政策影响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34.95% 系本期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51.21% 系本期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31.29% 系本期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227.31% 系本期贷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10% 本期销售回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27% 本期贷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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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11月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公司拟向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圣泽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85%股权、双鸭山双矿

医院有限公司85%股权。在本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后，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结果进一步补充完善，

形成《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并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报告期，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自2020年1月23日开始，每月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的公告》。 

2、为拓宽公司的业务领域，向医疗产业下游延伸，寻求和完善公司长远发展产业布局、提升综合竞争力。报告期公司

成功摘牌获取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等6家医院15%股权。详见2020年2月15日、2月29日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第九届董事

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拟公开摘牌获取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等6家医院15%股权的公告》及《关于公

开摘牌获取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等6家医院15%股权的进展公告》等公告。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分别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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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结项、终止并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2015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同意对“支付中介机构费用”项

目进行结项，终止“上市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剩余资金5950万元及其银行理财收益及利

息（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2020年3月31日、4月16日公司在指定

媒体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项目结项、终止并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公告。 

4、2018年9月1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2,872.194万元收购晋商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商联盟）持

有的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世佳）60%股权。2019年3月，公司向晋商联盟支付了收购北大世佳60%股权

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2,584.9746万元。2019年8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新的决策层本着对企业负责、对股东负责的原

则，对公司未来发展重点方向和具体实施策略进行了细化论证，结合国家行业政策特点和市场营销的变化需要，决定与晋商

联盟（此时晋商联盟与公司已经解除间接控股关系）进行协商，取消该项交易活动。2020年6月8日，双方共同签署了《解除

〈股权转让协议〉之协议书》。2020年7月1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收

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之协议书》开始生效执行。具体内容

详见2020年7月2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终止收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46）等。根据《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之协议书》约定，2020年9月9日，晋商联盟按时向公司支付了第一期股

权转让返还款500万元。 

5、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晋商多次与债权人接触，主动要求偿还债务。但在与债权人恒丰银行就债务化解方案

进行协商谈判过程中，因涉及债务的违约金、罚息的处理意见方面未能达成一致，导致诉讼的发生，进而对北京晋商持有本

公司的121,838,805股股份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北京晋商将继续积极推动与恒丰银行债务化解的谈判、沟通工作，尽快达

成一致意见，北京晋商不会因本次财产保全措施影响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也不会因此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详见2020年5

月2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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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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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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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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0年9月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1,682,410,785.67元（其中：以前年度使用1,620,917,229.92元，

2020年前三季度使用61,493,555.75元（包含终止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54,343,305.75元）），部分募集资

金项目结项并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7,439,202.47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5,033,893.85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1. 支付交易对价 否 128,000.00 128,000.00 0.00 128,000.00 100.00 

2. 圣泰生物三期建设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715.03 19,956.75 99.78 

3. 上市公司研发中心建设 是 5,300.00 0.00 0.00 0.00 0.00 

4. 偿还上市公司借款 否 13,000.00 13,000.00 0.00 13,000.00 100.00 

5.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否 2,500.00 2,500.00 0.00 1,850.00 74.00 

6.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0 5,300.00 5,434.33 5,434.33 102.53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68,800.00  168,800.00  6,149.36 168,241.08 - 

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项目结项、终止并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2015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同意对“支付中介机构费用”项目进行结项，终止

“上市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剩余资金5950万元及其银行理财收益及利息（具体金额以实

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20年4月15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上述议案。公司已将“支付中介机构费用”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全部转入公司一般资金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于2020年6月4日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新华支行（银行账号0806020229001112140）依法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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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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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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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0 90 0 

合计 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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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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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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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21

日 
网上交流 其他 个人 

投资者集体接

待 

公司治理、发展

经营情况、融资

情况和可持续

发展等，未提供

资料。 

2020 年 8 月 20 日，公

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参加 2020 年吉林辖区

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

告》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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