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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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程先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喻海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方英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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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00,337,373.23 1,324,671,355.00 -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2,244,842.10 323,421,676.21 -5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2,814,160.06 316,651,209.86 -64.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929,731.56 206,403,850.00 -27.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6 -5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6 -5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 4.22%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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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3,330,125.44 11,637,239,651.30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19,708,414.14 8,439,869,309.79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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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65.81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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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29,674.72 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33,698.86 系理财产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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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272.26 主要系外汇远期合约交割产生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03,320.89 主要系捐赠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26,935.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06,4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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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9,430,68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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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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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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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先锋 境内自然人 40.22% 496,526,307 372,394,730 质押 58,27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7% 23,108,840 0   

#黄小敏 境内自然人 0.73% 9,053,000 0   

#方铭 境内自然人 0.69% 8,468,800 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迎水潜龙 13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7% 8,230,000 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迎水巡洋 4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7% 8,220,000 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迎水和谐 7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7% 8,220,000 0   

深圳国调招商并购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3% 7,759,9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医药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9% 7,339,368 0   

安徽中安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安徽省中安健康养老服务

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59% 7,3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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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5% 6,77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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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先锋 124,131,577 人民币普通股 124,131,57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108,840 人民币普通股 23,108,840 

#黄小敏 9,0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53,000 

#方铭 8,468,800 人民币普通股 8,468,80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潜龙 13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30,00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巡洋 4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20,00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和谐 7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20,000 

深圳国调招商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759,900 人民币普通股 7,759,9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医药健康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339,368 人民币普通股 7,339,368 

安徽中安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省中安

健康养老服务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300,000 

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772,647 人民币普通股 6,772,6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程先锋先生与#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潜龙 13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巡洋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和谐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

人关系，公司未发现除上述以外的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黄小敏先生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9,053,000 股，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迎水潜龙 1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8,230,000 股，上海迎

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巡洋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8,220,000 股，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和谐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8,220,000 股，方铭先生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7,10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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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项目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31,736,759.80 46,732,727.28 -32.09% 主要系报告期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致。 

使用权资产 66,061,005.85  100.00% 
主要系2021年实施新租赁准则，将经营性租赁

房屋确认的使用权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272,190.47 21,695.13 1154.62% 
主要系报告期外币套期保值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47,428,272.08 18,161,839.01 161.14%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789,646,866.40 447,626,159.43 76.41% 主要系报告期一年以上的借款增加所致。 

租赁负债 78,644,165.01 0.00 100.00% 

主要系2021年实施新租赁准则，将经营性租赁

房屋确认的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在租赁期内使用

租赁资产的权利相关的款项。 

预计负债 4,748,909.46 3,314,325.00 43.28% 
主要系海外子公司预计受疫情影响供货短缺的

赔偿款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6,863,141.56 10,737,626.88 -36.08% 
主要系维生素系列产品下降，增值额下降，

使得税金及附加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 194,565,658.02 143,711,270.83 35.39%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销售推广活动

费用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40,513,368.64 59,100,042.60 -31.45% 
主要系报告期大分子生物药及小分子化药

产品研发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4,446,482.48 18,808,779.05 -76.36% 
主要系较上年同期大额存单利息增加及借

款规模减少综合所致。 

其他收益 12,315,047.46 8,302,745.10 48.33%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的与经营相关的政府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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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777,267.48 -1,270,020.55 433.63% 
主要系报告期联营企业投资收益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257,707.74 0.00 -100.00% 

系报告期期末尚未结算的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5,954,999.26 -14,370,502.22 -58.56% 

主要系报告期维生素系列产品价格下降，应

收账款增加较上年同期减少，按政策计提的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83,353.87 -1,727,247.27 -89.38%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124,439.55 67,470.90 84.43%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废旧资产取得收益。 

加：营业外收入 14,879,379.40 438,989.86 3289.46%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减：营业外支出 1,614,746.77 1,052,408.34 53.43% 主要系报告期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减：所得税费用 29,347,507.86 63,609,279.04 -53.86%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总额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减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2,244,842.10 323,421,676.21 -59.1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维生素

系列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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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计划事项进展情况 

（1）2021年1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59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239.2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9%，并于2021年1月13日上市流通；同时，因首次授

予部分6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部分1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决定回购

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进行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相关议案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1年3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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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首次授予部分2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决定回购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进行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在研产品进展情况 

（1）F-899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2020年12月2日，公司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了临床申请，于2020年12月31日获得受

理，并于2021年3月12日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和成人生长

激素缺乏相关疾病的临床试验。 

（2）F-627向美国FDA提交生物制品许可申请 

2021年3月30日晚公司控股子公司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提交了F-627的生物制品

许可申请(BLA)，按照美国药品注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FDA将在60天内回复是否接受该

品种的上市审核，回复通过后即进入技术审核。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2021 年 01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1-006）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2021 年 01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1-007） 

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离职人员

持有的限制性股票（2021 年 1 月） 
2021 年 01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1-005） 

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离职人员

持有的限制性股票（2021 年 3 月） 
2021 年 03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1-035） 

F-899 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2021 年 03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1-020） 

F-627 向美国 FDA 提交生物制品许可申请 2021 年 03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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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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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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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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20,000吨全生

物降解新材料(PBS)

项目 

否 23,600 23,600 40.9 13,429.12 56.90%   1,232.09 否 是 

年产6,000吨泛解酸

内酯、年产3,000吨

羟基乙酸项目 

否 11,526.76 11,526.76 0 11,526.76 100.00% 2008年01月

01日 

296.96 否 是 

高端药品制剂项目 是 60,000 38,615.47 285 39,030.87 101.08%     不适用 是 

收购

DHY&CO.LTD53.8

0%股权 

是 70,068 0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46,215.58 46,215.58   46,215.58 100.00%     不适用 否 

胰岛素项目 否 0 70,068 0 16,500 23.55%     不适用 否 

高端药品制剂项目

部分项目终止后节

余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否 0 21,384.53   21,384.53 10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11,410.34 211,410.3

4 

325.9 148,086.86 -- -- 1,529.05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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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合计 -- 211,410.34 211,410.3

4 

325.9 148,086.86 -- -- 1,529.05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1、年产20,000吨全生物降解新材料（PBS）项目：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为23,600.00万元，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额13,429.12万元，累计投入进度为56.90%。未达到计划进度和预计收益的原因：（1）全生物降解新材料PBS

制品的市场需求，主要靠各国、各地政府的强制政策主导，2018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限塑令”，目前极少数国家颁

布法令，2020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下发关于《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市场需求有

所改观，但政策推行尚需要一个过程；（2）PBS生产区被列入当地政府搬迁计划，公司将视搬迁方案和进度及市

场情况适时调整募投项目投资计划。由于该项目尚未投资完毕，目前未达到预计收益。2、年产6,000吨泛解酸内

酯、年产3,000吨羟基乙酸项目未达预计收益原因：“年产3,000吨羟基乙酸项目”自2010年起停运，不产生效益；“年

产6,000吨泛解酸内脂”项目中泛解酸内酯是泛酸系列产品的重要中间体，主要用来合成维生素B5和维生素原B5，

因此“年产6,000吨泛解酸内脂、年产3,000吨羟基乙酸项目”盈利能力与维生素B5及原B5价格波动具有相关性。自

“年产6,000吨泛解酸内脂、年产3,000吨羟基乙酸项目”投产到2012年，维生素B5价格处于低位，该项目持续亏损；

2013至2015年，由于维生素B5价格有所回升，该项目扭亏为盈；2016年起维生素B5价格上涨，近几年年均效益远

超预期，但因该项目往年亏损较多，以致从投产年度起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尚未完全达到利润预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年产20,000吨全生物降解新材料(PBS)项目 

2021年3月29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21年4月27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2009年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之“年产20,000吨全生物降解新材料(PBS)项目”（以下简称“PBS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公司董事会始终坚持以“整合、创新、国际化”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继续以药品制剂、原料药为主要产业发展

方向，在保持原有业务，尤其是优质业务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进行转型升级。近年来公司积极围绕医药和原料

药业务进行整合布局，现已形成四大业务板块，分别为以中成药为主的国内药品制剂板块，以化药为主的小分子

药品板块、以大分子创新生物药为主的国际业务板块及以维生素为主的原料药业务板块。PBS业务属于高分子材

料业务，占公司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比重较小，分别为2.49%和2.13%，非公司未来主要发展方向，为更加

专注主营业务的发展，持续强化医药和原料药业务，故决定终止PBS项目后续投资计划； 

（2）2009年募集资金到账后，在年产3,000吨的基础上公司开始积极筹建万吨级的生产建设，并于2012年实现年

产10,000吨产能，由于当时市场需求较弱，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适度放缓了募集资金投资进度。 2011年，PBS 项

目所在地区域被政府规划为建成区，不得再新、改、扩项目，即PBS 项目在现有场地年产10,000吨的基础上将不

得再扩建为20,000吨。 

（3）当前，随着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行业竞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竞争愈加激烈，公司现有产能不再具备

较大的竞争优势，继续实施不能更好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综上，公司决定终止PBS项

目的后续投资计划，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年产6,000吨泛解酸内酯、年产3,000吨羟基乙酸项目 

经本公司200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重庆鑫富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鑫富”）用募集资金投资建设年

产3,000吨羟基乙酸项目。该项目建成后，由于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市场需求与可研报告的预期差别较大，且

因设备时停时开造成腐蚀，特别是利用高纯产品工艺生产普通工业级产品，使公司成本偏高，虽然进行了技术改

进，但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及部分机器设备腐蚀较为严重，公司为避免继续改造生产给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根据

重庆鑫富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经公司第四届十次董事会决定停运羟基乙酸项目。 

3、高端制剂部分募投项目 

 (1)2019年3月，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随着“高端药品制剂项目”的逐步推进，公司发现该项目中二盐酸

组胺原料及注射液、注射用硫酸长春新碱脂质体浓溶液和注射用两性霉素B脂质体三项在研药品的研发风险存在

进一步增强的可能，继续研发进而成功申报生产的可能性较小，在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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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终止二盐酸组胺原料及注射液、注射用硫酸长春新碱脂质体浓溶液和注射用两

性霉素B脂质体（以下简称“终止项目”）的新药研发及申报生产。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019年4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2)终止上述三个在研药品的持续投入，有利于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中小股东的

利益造成侵害，不会导致主营业务的变化和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对公司2018年净利润

影响-622.53万元。 

(3)2020年4月13日、2020年5月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已

终止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终止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余募集资金21,384.53万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终止上述三个在研药品项目后，公司“高端药品制剂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由60,000万元变为38,615.47万元。 

(4)随着“高端药品制剂项目”的进一步推进，按照公司研发项目滚动评估机制发现该募集资金项目中的达沙替尼原

料及片剂、伏立诺他原料及胶囊、硼替佐米原料及制剂三项在研药品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存在进一步增强的趋

势，继续研发的市场价值和技术价值较小，在综合考虑投入产出比、技术风险、市场变化以及未来收益的情况下，

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终止上述三个在研药品项目，对2020年净利润影响-3,420.48万元。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适用 

1、2009年公开增发股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有资金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共计16,429.82万元。经

本公司2009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批准，公司用募集资金对先期投入的15,726.66

万元自筹资金进行置换，其中：对《年产20,000吨全生物降解新材料（PBS）项目》先期投入用募集资金置换4,199.90

万元，对《年产6,000吨泛解酸内酯、年产3,000吨羟基乙酸项目》先期投入用募集资金置换11,526.76万元。由于

年产6,000吨泛解酸内酯、年产3,000吨羟基乙酸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已经超过了募集资金项目承诺投入

金额，故超过部分703.16万元以自筹资金投入。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事项，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0月19日出具了浙天会审〔2009〕第3577号《鉴证报告》，并由浙商证券出具保荐意见。2、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共计

74,827.37万元。经公司2017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先

期投入的74,827.37万元自筹资金予以置换，其中：置换自筹资金先期投入“亿帆制药高端制剂项目”金额4,759.37

万元，置换自筹资金先期投入“收购DHY&CO.LTD53.80%股权”项目金额70,068.0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事项，已由立信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8月23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B11920

号《鉴证报告》，并由申万宏源出具保荐意见。公司2018年5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

议和2018年6月12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购DHY&CO.,LTD53.80%股权”项目变更为“胰岛素项目”，2018年6月21日公司

完成以自有资金置换募集资金70,068.00万元，变更后的募投项目承诺募集资金金额已全部到位，并存放于募集资

金专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适用 

1、经2020年4月1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本次闲置募集资金50,000万元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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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即从2020年4月13日至2021年4月12日止,2021年2月20日，公司已将上

述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2021年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同

意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即从2021年2月25日起至2022

年2月24日止。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适用 

本期项目尚未完工，结余金额均为项目预算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1、2009年公开增发股票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为年产20,000吨全生物降解新材料（PBS）项目预算资金，除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外，剩余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2、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为高端药品制剂及胰岛素项目预算资金，除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60,000万元、现金管理4,000万元外，剩余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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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66,000 7,000 0 

合计 66,0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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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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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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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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1

月 27 日 

公司

会议

室 

电话

沟通 
机构 

开源证券：杜佐远、王斌；国泰基金：

徐治彪；百年人寿：陈兴；渤海人寿：

郑森峰；人保养老保险：徐文；中国

人保：田垒；平安保险：郭普泽；中

金蓝海：管卫泽、饶莹莹；安信基金：

许杰；中银国际：李明蔚等机构及个

人投资者 

本次调研，公司就投资者比较关心

的两个在研产品 F-627、F-652 相关

进展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其中对

F-627 全球 BLA 进度和全球商业合

作伙伴进行说明，对 F-652 目前 3

个适应症的开发进度及未来规划也

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月 28

日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互动易平台上的《2021

年 1 月 27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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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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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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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2、衍生品投资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八、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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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