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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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公司负责人焦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万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潘基敢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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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12,259,163,372.95

11,974,613,830.64

2.38

6,818,881,156.35

6,849,546,946.55

-0.45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106,106,475.37

10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年初至报告期末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05,585.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营业收入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1,154,801,429.41

984,338,490.83

17.32

180,444,254.60

155,555,773.53

16.00

139,607,068.69

129,406,820.90

7.88

2.60

2.42

增加 0.1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27

0.0450

17.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27

0.0450

1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109.71%，主要系合并莱美药业影响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说明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3,587,851.0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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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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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1,600,000.0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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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2,528.7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8,451.9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827,348.71

所得税影响额

-16,691,294.49
合计

2.2

40,837,1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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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7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63,596,802

27.73

0

质押

297,794,118

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70,069,162

2.02

0

冻结

70,069,162

股东名称（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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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50,873,400

1.46

0

无

国有法人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49,898,443

1.44

0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40,417,871

1.16

0

无

国有法人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钟振鑫

22,017,500

0.63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854,563

0.63

0

无

境外法人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21,037,866

0.61

0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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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

0

境内自然
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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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63,596,802

人民币普通股

963,596,802

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70,069,162

人民币普通股

70,069,16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0,873,400

人民币普通股

50,873,40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49,898,443

人民币普通股

49,898,44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417,871

人民币普通股

40,417,871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钟振鑫

22,01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17,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854,563

人民币普通股

21,854,563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1,037,866

人民币普通股

21,037,866

陆晓民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3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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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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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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应收票据

期末数或本期数
61,610,973.05

上年期末数或上
年同期数

变动额

26,379,939.51

35,231,033.54

变动比例（%）
133.55

变动原因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
增加影响所致。
主要系本期莱美药业

其他应收款

486,076,138.01

332,737,457.01

153,338,681.00

46.08

新增处置子公司尚未
收到的股权转让款所
致。
主要系本期莱美药业

长期股权投资

32,228,034.80

246,820,205.71

-214,592,170.91

-86.94

转让权益法核算的成
都美康及四川美康股
权所致。

使用权资产

18,143,038.40

-

18,143,038.40

不适用

572,306,966.40

181,014,743.92

391,292,222.48

216.17

主要系本期适用新租
赁准则影响所致。
主要系参与莱美药业

商誉

定向增发，持股比例增
加，商誉调整所致。

合同负债

53,606,215.21

79,400,194.99

-25,793,979.78

-32.49

主要系本期预收款项
较上期减少影响所致。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年

应付职工薪酬

36,398,288.62

87,215,240.46

-50,816,951.84

-58.27

度绩效奖金，本期实际
发放影响所致。

长期借款

116,000,000.00

175,700,000.00

-59,700,000.00

-33.98

租赁负债

13,016,599.13

-

13,016,599.13

不适用

112,903,482.91

168,967,248.12

-56,063,765.21

-33.18

递延所得税负债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
借款影响所致。
主要系本期适用新租
赁准则影响所致。
主要系金融工具公允
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主要系经营调整，今年

营业成本

243,965,314.21

459,138,293.75

-215,172,979.54

-46.86

起不再开展大宗商品
购销业务所致。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

税金及附加

18,965,619.68

9,684,998.24

9,280,621.44

95.82

增加、合并莱美药业影
响所致。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

销售费用

632,371,693.36

343,225,395.98

289,146,297.38

84.24

增加、合并莱美药业影
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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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
管理费用

86,853,901.10

40,846,095.86

46,007,805.24

112.64

增加、合并莱美药业影
响所致。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

研发费用

27,879,204.27

7,786,027.62

20,093,176.65

258.07

费用化金额增加、合并
莱美药业影响所致。
主要系本期收到金融

投资收益

74,865,571.33

18,000,000.00

56,865,571.33

315.92

工具投资利润分配较
上期增加、合并莱美药
业影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462,224.78

-

-1,462,224.78

不适用

主要系合并莱美药业
影响所致。
主要系本期收到符合

营业外收入

353,823.47

7,824,565.68

-7,470,742.21

-95.48

政策的退税款较上期
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少数股东损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

568,816.77

7,350,481.61

-6,781,664.84

-92.26

37,415,091.46

-2,048.29

37,417,139.75

1,826,750.11

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
减少所致。
主要系合并莱美药业
影响所致。
主要系销售增长以及

10,305,585.57

-106,106,475.37

116,412,060.94

109.71

合并莱美药业影响所
致。
主要系莱美药业收回

150,252,474.02

-435,536,509.15

585,788,983.17

134.50

投资现流增加影响所
致。

-78,301,730.76

309,000,000.00

-387,301,730.76

-125.34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
借款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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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购莱美药业事项
2020 年 3 月 6 日、3 月 24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中恒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二次会议和中恒集团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参
与认购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认购莱美药业非公开
发行股票并与莱美药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公司认购金额不超过 95,000 万元。2020
年 7 月 3 日，公司与莱美药业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公司拟出资总
额人民币 939,444,443.95 元现金认购莱美药业本次发行的股票，认购股份数量为 211,111,11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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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完成莱美药业认购款缴纳。2021 年 3 月 9 日，莱美药业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莱美药业
的股东名册。2021 年 3 月 22 日，莱美药业新增股份 243,670,000 股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莱美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中恒集团的直接持股比例为 23.43%，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
式取得莱美药业 17.46%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合计取得莱美药业 40.89%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
于参与认购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有关进展公告。
(2)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停止建设“制药新
基地三期（粉针剂车间〔三期〕及固体制剂车间〔二期〕）项目”及“新药科研开发中心及中试
基地建设项目”，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73,171.49 万元（最终变更
募集资金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加上募集资金存款利息之和为准）用于“参与认
购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公司已对“参与认购莱美药业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开立专户进行储存，并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3,562.14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3 月 17 日、3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
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恒集团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中恒集团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3)关于参与认购国海证券非公开发行事项
2021 年 1 月 29 日、3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及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参与认购国海证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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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认购国海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具体认购金额和股数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最
终核准的国海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规模和价格确定）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
关于参与认购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关联交易公告》。
(4)关于参与奥奇丽重整投资事项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召开了中恒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参与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 1.5 亿元（包括法院裁定批准后至重整方案执行完成期间，中恒集团取得原广
西田七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七化妆品公司”，现更名为“广西田七家化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田七家化公司”）股权过程中支付的资金，以及取得原田七化妆品公司股权后
对原田七化妆品公司支付的增资款或借款）的出资总额参与奥奇丽公司重整投资。重整完成后，
公司最终持有原田七化妆品公司股权比例不低于 55%。
进展情况：①依据《重整计划草案》，中恒集团已接管纳入本次牙膏等日化产业板块重组范
围的资产，并积极推进田七家化公司生产经营的各项准备工作；
②依据《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已将原田七化妆品公司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2,477,618.20
元）以及负债（评估值人民币 3,067,671.24 元），从原田七化妆品公司剥离，使剥离资产及负
债后的原田七化妆品公司净资产值为 0；
③根据《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已将纳入本次重整相关的牙膏等日化产业板块重组范围的
资产及负债投入原田七化妆品公司，以“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97,065,752.18 元）实缴原田
七化妆品公司原注册资本 2,000,000.00 元，并新增原田七化妆品公司注册资本 95,065,752.18
元，相关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④原“广西田七化妆品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广西田七家化实业有限公司”。
鉴于以上情况，2021 年 3 月 31 日，原田七化妆品公司完成了股权过户和名称更名的工商登
记手续，并取得由梧州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8 月 15 日、9 月 2 日、10 月 12 日、2021 年 4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拟参与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相关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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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事项
①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李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李文先生因工
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中恒集团副总经理职务。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李文
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
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②公司监事会于 2021 年 4 月 7 日收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潘强先生递交的辞职信。潘强先
生因工作岗位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一切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由于潘强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
定人数，潘强先生的辞职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在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之前，
潘强先生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公司将尽快按照相
关程序补选新任监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
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6)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事项
2016 年 8 月 26 日，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集团”）将所持
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8,754,87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69%）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2021 年 3 月 2 日，公司接到广投集团通知：广投集团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分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8,754,875 股（占公司总股本 1.69%）已解除质押，并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股份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截至 2021 年 3 月 3 日，广投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963,596,8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73%。
本次解除质押后，广投集团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297,794,118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30.90%，占公司总股本的 8.5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2021 年 3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
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中恒集团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
押的公告》。
(7)关于子公司莱美药业参与投资私募基金投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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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莱美药业参与投资重庆比邻星医疗知识产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
案》。同意莱美药业拟与杭州比邻星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合伙协议》，参
与投资设立重庆比邻星医疗知识产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合伙企业初期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3 亿元，莱美药业认缴出资额为 1
亿元。合伙企业进行后续增资时，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不超过 6 亿元，莱美药业的认缴出资总
额不超过 1.6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
关于子公司莱美药业参与投资重庆比邻星医疗知识产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8)关于子公司莱美药业处置资产事项
①为进一步聚焦优势细分领域，中恒集团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四川禾
正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莱美药业与布莱森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禾正
制药 100%股权（含其全资子公司成都禾正和莱禾科技）以人民币 1.65 亿元转让给布莱森。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莱美药业将不再持有禾正制药（含成都禾正和莱禾科技）股权，禾正制药（含
成都禾正和莱禾科技）将不再纳入莱美药业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
关于子公司莱美药业转让四川禾正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②2021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
于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联营企业股权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莱美药业通过莱美青
枫持有的成都美康 35%股权、四川美康 2.25%股权分别以人民币 19,950 万元、1,350 万元转让给
自然人赖琪。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莱美药业将不再间接持有联营企业成都美康和四川美康
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
关于子公司莱美药业转让联营企业股权的公告》。
(9)关于子公司梧州制药收到法院执行回款返还事项
2015 年 8 月 28 日，公司收到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公函》，公司原董事长、公司控股子公司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制药”）原董事长许淑清因涉嫌单位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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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被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2017 年 7 月 14 日，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检察院
指控许淑清犯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单位行贿罪，向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吉首市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该案件经吉首市人民法院一审，并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作出（2017）湘 3101 刑初 203 号《刑
事判决书》。后因许淑清不服一审判决，将案件上诉至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湘西中院”）。案件经湘西中院二审，湘西中院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作出（2017）
湘 31 刑终 201 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截至目前，该案已经人民法院审理终
结。
根据生效判决，许淑清应当退赔职务侵占所得人民币 114,601,332.50 元给梧州制药（含已退
还的人民币 20,000,000.00 元）。截至目前，梧州制药已收到吉首市人民法院执行回款返还人民
币 94,601,332.50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法院执行回款返还的公告》。
(10)关于涉及诉讼、起诉案件的事项
①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恒升药业”）因缔约过失责任纠纷将齐齐哈尔
中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齐哈尔中恒公司”，该公司为原大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与上市公司中恒集团无关）、中恒集团作为被告向齐齐哈尔中院提起诉讼。根据黑
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19）黑 02 民初 17 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1.被告齐齐哈尔中恒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黑
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赔偿款 19,607,837.55 元，并返还原告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工程
款 4,883,313.35 元；2.被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齐齐哈尔中恒集团有限公司的
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驳回原告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2020 年 1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及进展公告。
公司因不服上述判决向黑龙江高院提起上诉，案件经黑龙江高院立案后进行了审理。
报告期内进展情况：公司收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来的（2020）黑民终 201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如下：1.撤销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 02 民初 17 号民事判决；2.本案
发回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齐齐哈尔中恒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164,2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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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予以退回，上诉人中恒集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164,255.75 元予以退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
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②公司因 2012 年度转让全资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钦州北部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钦州北部湾公司”）股权的事项，被原告关仕杰、苏凯林、甘伟忠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向梧州
中院提起诉讼。具体情况参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3 日、1 月 26 日、4 月 27 日、2019 年 1 月 3
日、2020 年 3 月 18 日、6 月 3 日、6 月 20 日、9 月 3 日、9 月 15 日、9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涉及诉讼公告》及相关诉讼补充公告、进展公告和判决结果
公告。
报告期内进展情况：公司因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民终 320 号民事判
决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已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请求：
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民 320 号民事判决书，改判维持梧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7）桂 04 民初 4 号民事判决书；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柳州市市政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 4632
号。裁定如下：1.本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
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③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鼎恒升药
业作为被告向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追加中恒集团作为该案被告，要求
中恒集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
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报告期内进展情况：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五矿二十三冶主张中恒
集团承担连带责任亦无法律依据，本院无法支持。并收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2018）黑 02 民初 202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
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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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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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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明
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