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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1                                证券简称：向日葵                            公告编号：2021-021 

浙江向日葵大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向日葵 股票代码 3001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岚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袍江工业区三江路  

传真 0575-88919159  

电话 0575-88919159  

电子信箱 michelle.li@sunow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通过资产重组，公司已于2019年12月31日剥离了传统的光伏相关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聚焦医药领域，主营业务

为抗感染、抗高血压等药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导产品涵盖抗感染药物、抗高血压等领域。公司生产严格按照GMP要

求进行，原料药（拉西地平）、冻干粉针剂、片剂胶囊剂等多条生产线均已通过国家GMP认证，产品质量稳定。截至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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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31日，公司共计取得了17个制剂批准文号，5个原料药登记号，均为A状态，其中6个品种被列为甲类医保目录，6个

品种被列入国家基药目录。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由原料药和制剂构成，其中克拉霉素原料药占主要构成部分，主要销往

国内生产克拉霉素制剂药的生产企业，海外销售区域为印度、韩国、西班牙、巴基斯坦等国家。 

（2）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如下： 

主要产品 用途 

克拉霉素原料药  抗感染类药物，适用于克拉霉素敏感菌所引起的鼻咽感染、下呼吸道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

急性中耳炎、肺炎支原体肺炎、沙眼衣原体引起的尿道炎及宫颈炎等症状。  克拉霉素片 

阿奇霉素分散片 抗感染类药物，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化脓性链球菌引起的急性咽炎、急性扁桃体炎； 感细

菌引起的鼻窦炎、急性中耳炎、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肺炎链球菌、流感

嗜血杆菌以及肺炎支原体所致的肺炎；沙眼衣原体及非多种耐药淋病奈瑟菌所致的尿道炎和

宫颈炎；敏感细菌引起的皮肤软组织感染。 

注射用阿奇霉素 

罗红霉素胶囊 

抗感染类药物，主要用于化脓性链球菌引起的咽炎及扁桃体炎，敏感菌所致的鼻窦炎、中耳

炎、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肺炎支原体或肺炎衣原体所致的肺炎；沙眼衣

原体引起的尿道炎和宫颈炎；敏感细菌引起的皮肤软组织感染。 

拉西地平分散片 
 单独使用或与其他抗高血压的药物，如β-阻滞剂，利尿药和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合用，

治疗高血压。 

辛伐他汀片 
适应症为高脂血症、冠心病合并高胆固醇血症以及患有杂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儿童患者，

结合饮食控制，本品可用于降低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载脂蛋白B和甘油三酯。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作为当口服疗法不适用时下列病症的替代疗法，主要用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反流性食

管炎及Zollinger-Ell ison综合征。 

（3）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新冠肺炎疫情当前，中国的医药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发

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整体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形势。在宏观经济继续平稳运行的大环境下，随着国家新医改的大力推进

和相关行业管理后续政策和标准的出台，以及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深化，政府医疗投入的持续增加、人口的自然增长

及老龄化、技术进步等众多有关因素的驱动下，药品需求量均呈上升趋势，提高药品质量，确保民众用药安全，也是民众迫

切关心的。 

“药品质量进一步提高”是《“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提出的第一个发展目标，科学严谨的药品标准是评判药品质量

优劣的技术基础。国家分别对已有的药品相关制度进行修订下发，2019年12月1日修改完成的《药品管理法》正式施行，全

面贯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明确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的药品管理工作使命，确立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风险管理、全

程管控、社会共治的基本原则，要求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全面提升药品质量，保障药品的安全、有效、可及；

2020年7月1日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药品注册的基本程序要求及各类主

体的权力义务，构建新形势下的药品注册管理体系，切实保障药品质量安全，严格贯彻“放管服”改革要求，为行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内生动力；2020年7月2日2020年版《中国药典》正式颁布，新版药典收载品种总数达到5,911种，与2015年版《中国

药典》的5,608种相比，增加5.4%，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医保目录品种的收载，同时基本完成国家药品标

准清理工作，将有利于整体提升我国药品标准水平，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在新药品法实施和国家一致性仿制药、集采带量等一系列的政策实施相继落地的背景

下，后疫情时代行业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创新驱动药品高质量转换，加大对仿制药、创新药的研发，提升原料药制药

技术水平，围绕“质量、效率”等方面改进质量控制，提升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等等这些都是医药企业需要突破的，制度

实施也在逐步推着中国的药企转型升级，倒逼企业从自身提高研发和生产能力，迈向高端制造医药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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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贯坚持以医药制剂产品为特色，将原料药产品“做精、做强”为发展理念，研制、生产、销售抗感染类及治疗心脑

血管类疾病等药物。其中原料药产品销往国内多家制剂生产企业，同时销往国外印度、韩国等多个国家，在市场具备较强竞

争力和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在国内克拉霉素原料药生产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制剂产品克拉霉素成功收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和《全国医保目录》，拉西地平成功收录《全国医保目录》，保证了其稳定的市场需求和较高的市场渗透率，市场空间显著

增长。公司一直注重产品质量，也在陆续研制开发新的产品，历经多年发展，在抗感染、抗高血压药物生产领域积累了一批

核心技术。公司将通过不断的进步，稳固现有市场，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控股子公司贝得药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被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同

时被绍兴市科学技术局、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分别认定为绍兴市企业研究开发中心、浙江省高成长科技型中小企业。截至2020

年12月31日，贝得药业取得药品生产批件22个，已获得授权的专利27项。贝得药业也在不断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自2015

年以来，每年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都在5个以上，在药品研发、工艺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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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86,955,031.33 836,610,095.80 -65.70% 900,221,22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867,920.60 -114,928,936.87 148.61% -1,124,754,85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04,435.21 -202,458,216.55 108.45% -801,729,61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314,057.11 58,504,586.85 -8.87% 87,170,386.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 150.00% -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 150.00% -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73% -79.28% 135.01% -232.1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564,444,831.14 694,030,365.47 -18.67% 1,860,033,61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0,165,363.71 50,346,286.12 198.27% 382,502,351.0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9,969,920.23 83,712,866.81 48,648,816.15 84,623,42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76,347.37 11,212,324.01 2,531,999.56 32,247,24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55,605.53 6,419,542.46 9,751,666.90 -6,922,379.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60,258.74 101,905,284.63 12,761,765.40 -23,192,734.1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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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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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5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6,81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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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建龙 境内自然人 18.19% 203,219,417 0 质押 118,800,000 

浙江盈凖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6% 15,279,0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中证光

伏产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13,470,900 0   

周建禄 境内自然人 0.61% 6,880,400 0   

黄豪 境内自然人 0.53% 5,899,500 0   

上海一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一村椴树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2% 5,805,992 0   

陈晶晶 境内自然人 0.33% 3,710,000 0   

俞相明 境内自然人 0.30% 3,413,874 2,560,405   

吴桥辉 境内自然人 0.25% 2,768,200 0   

樊雷刚 境内自然人 0.22% 2,434,34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浙江盈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吴建龙关联企业。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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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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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度，新冠肺炎疫情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国际贸易环境趋于紧张，产业链、供

应链循环受阻，各行业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管理层积极应

对疫情带来的各项困难与挑战，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主业，加大国内市场开拓及产品创新力度，严控经营成

本，紧抓内部管理，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聚焦医药领域。公司营业收入28,695.5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5.70%；营业成本18,452.63万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3.47%；销售费用4,379.90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04.97%，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贝得药业，积

极调整市场推广策略，加大推广投入力度，加强营销建设和专业化的学术推广；财务费用0.9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9.97%，

主要原因系贷款规模减少，贷款利息支出减少所致；管理费用2,742.2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3.89%，主要原因系剥离了光

伏行业，公司缩减人员及费用开支所致。实现营业利润7,376.2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亏损14,617.7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5,586.7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亏损17,079.69万元；研发投入金额1,133.6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8.95%；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331.41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87%，主要是销售规模缩减，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减少所致。 

根据公司战略布局，母公司已转型为集团产业控股平台，具体生产经营由子公司负责。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回

顾如下： 

（1）防御疫情影响，优化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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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我国和全球大面积爆发，各级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及患者就医计划均受到影响，药品终端需求明

显下降，同时物流配送、商业推广、各省招投标准入工作均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另外，随着亚太、欧美等国家疫情扩散形势

严峻，对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造成冲击，对公司产品出口造成不利影响，产品销售在国内外市场受到较大波动。疫情期间，

公司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所在地政府对疫情防控的规定和要求，及时成立防疫防控小组，做到防疫、生产两不误，从供应保

障、内部管理、客户维护等方面多管齐下，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得到逐步恢复。 

报告期内，为加大重点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加强销售队伍的管理，形成原料药产品、制剂产品双条销售线并进，公司

重新调整大区经理人员，充分发挥销售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同时，公司克拉霉素片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并中选第三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目录，借助中标契机，抓住仿制药克拉霉素带量采购的新销售模式机会，带动原先销售比较

薄弱的市场，标志着公司取得了新的进展。 

（2）重视产品质量，推进项目研发 

公司一直重视产品质量，严格执行《药品生产管理质量规范》，不断优化质量管理体系，加强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监控，

全年未出现因质量问题而召回的产品。全年未出现检验质量事故和安全事故。在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下，通过技术改造提升

车间效能，优化生产流程，合理安排生产，保质保量完成报告期的各项生产任务。同时，公司坚持绿色发展，加强环保管理，

控制污染源，改进环保设施，承担并履行一家环境保护诚信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制度、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等政策，积极推进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研发

工作进度，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增强新产品开发力度，积极跟踪药品的生命周期，拓展产品研发与生产的范围并延伸产品生

产价值链，提升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和生产效率。为丰富产品结构，报告期内，公司内部自主立项克拉霉素其他剂型以及主

要产品一致性评价的研究项目，初步完成产品的小试工艺开发和样品质量确认等工作。同时，为进一步降耗减费，公司针对

主要原料药产品进行立项，优化工艺生产流程。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商标申请4项，新增实用新型发明专利5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取得授权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

型专利24项，23个注册商标。 

（3）回笼货币资金，防范财务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对应收账款的回收与管理，对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进行有效监控，通过催讨、诉讼等措施，回笼货

币资金，进一步保障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性，增加现金流量净额，防范财务风险。 

（4）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控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规范运作，进一步优化调整公司组织架构，

积极推进内控体系建设工作，强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管理团队的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

的内控管理，增强内部审计力量，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全面

梳理了内部控制制度，并对《公司章程》、内部控制相关制度进行了大范围的修订，强化公司治理规范。 

（5）加强沟通交流，保持良性互动 

报告期内，公司举行了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公司还参加了“凝心聚力、共克时艰”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保持与投资者的良性互动，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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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原料药产品 192,105,645.11 38,221,051.23 19.90% -4.18% 16.37% 3.51% 

制剂药产品 90,896,052.30 64,036,319.92 70.45% 15.06% 24.62% 5.4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

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将与转让商品相关的

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 

董事会决议 

预收款项 -2,668,261.03 -230,973.33 

合同负债 2,361,292.95 204,401.18 

其他流动负债 306,968.08 26,572.15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2,167,847.46 0 

合同负债 1,918,449.08 0 

其他流动负债 249,398.38 0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对2020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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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868,305.78 0 

销售费用 -868,305.78 0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3号”），自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

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13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

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

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13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6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号），适用于按照《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位中的相关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20年6月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号），自2020年6月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

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

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年度公司重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预收款项 2,668,261.03  -2,668,261.03  -2,668,261.03 

合同负债  2,361,292.95 2,361,292.95  2,361,292.95 

其他流动负债  306,968.08 306,968.08  306,968.08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预收款项 230,973.33  -230,973.33  -230,973.33 

合同负债  204,401.18 204,401.18  204,401.18 

其他流动负债  26,572.15 26,572.15  26,572.15 



浙江向日葵大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处置子公司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处置比

例（%）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

权时点的

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

处置投资对

应的合并财

务报表层面

享有该子公

司净资产份

额的差额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账面价值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公允价值 

按照公允

价值重新

计量剩余

股权产生

的利得或

损失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公

允价值的

确定方法

及主要假

设 

与原子公

司股权投

资相关的

其他综合

收益转入

投资损益

的金额 

浙江银葵科技孵

化器有限公司 
210,000.00 100.00 股权转让 

2020年4

月 
工商变更 2,272.46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全资子公司绍兴向日葵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注销。 

全资子公司绍兴柯桥向日葵电力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注销。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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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退市情况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