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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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叶湘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丛树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丛树芬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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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82,981,405.89

353,350,569.11

8.39%

15,134,422.93

33,191,756.06

-54.40%

5,879,308.61

28,875,637.67

-79.64%

107,677,380.92

-298,422,480.34

136.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2

0.0377

-54.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2

0.0377

-54.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1.38%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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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2,609,797.63

4,868,764,276.66

-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98,944,552.21

2,378,469,144.10

0.8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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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6,166,440.29 主要系处置海慧医药股权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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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4,0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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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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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49,432.88 理财产品收益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557,910.62
495,039.97
301,889.57
9,255,114.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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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458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叶湘武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境内自然人

19.80%

174,166,182

国有法人

12.92%

113,680,665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163,737,882 质押

数量
124,523,488

0

0

刘华

境内自然人

5.02%

44,148,998

44,148,998 质押

43,722,862

简卫光

境内自然人

5.02%

44,148,998

33,111,748 质押

41,452,093

张慧

境内自然人

4.25%

37,420,493

33,918,998 质押

19,700,000

李彤

境内自然人

3.96%

34,868,680

0 质押

26,372,093

叶高静

境内自然人

3.86%

33,918,998

2.15%

18,876,660

0 质押

11,115,218

1.68%

14,747,389

0 质押

3,450,000

1.58%

13,860,000

0

33,918,998

0

贵阳众诚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贵阳黔景泰创业
投资管理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华菱津杉（天津）
产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华菱津 境内非国有法人

0

杉－融创未来资
产管理计划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3,680,665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113,680,665

李彤

34,868,680 人民币普通股

34,868,680

18,876,660 人民币普通股

18,876,660

14,747,389 人民币普通股

14,747,389

13,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60,000

平江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11,083,369 人民币普通股

11,083,369

简卫光

11,037,250 人民币普通股

11,037,250

1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0

李贵山

10,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80,000

叶湘武

10,428,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28,300

贵阳众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贵阳黔景泰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华菱津杉－融创未来资
产管理计划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
－招商银行－股票精选 10 号资产
管理产品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根据已知的资料，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说明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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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金额（元）

期初金额（元）

变动幅度

说明

货币资金

282,120,327.12

472,125,354.07

-40.24% 主要系本期回购2亿元私募债所致

应收票据

387,964,646.26

867,798,739.68

-55.29%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变现所致

其他应收款

313,326,422.05

18,710,024.28

1574.64% 主要系本期业务推广备用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6,917,089.81

5,207,461.13

224.86%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154,266.15

10,205,747.14

47,989,624.09

109,822,421.26

应交税费

-49.50% 主要系上年计提的年终奖本期支付所致
-56.30% 主要系本期支付四季度税费高于一季度应交税
费所致

应付债券

796,761,365.73

995,595,719.86

-19.97% 主要系本期回购2亿元私募债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管理费用

本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元） 同比增减
82,986,727.32

46,296,424.77

说明

79.25% 主要系Sungen Pharma,LLC研发投入增加及云南联顿骨科
医院有限公司开业长期资产折旧摊销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5,745,254.78

13,238,142.03

资产减值损失

15,590,773.35

7,347,740.92

2,721,380.40

-616,664.04

投资收益

94.48% 主要系贷款及发债利息计提增加所致
112.18% 主要系本期其他应收款增加所致
541.31% 主要系本期处置海门海慧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取得616
万元净收益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15,134,422.93

33,191,756.06

的净利润

-54.40% 主要系以下原因共同影响：1、公司控股子公司Sungen
Pharma,LLC在2018年加大研发投入；云南联顿骨科医院有
限公司及云南联顿妇产医院有限公司尚处于投入期，该两
项投入导致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减少1661万元。2、公司制造业务板块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8.39%，且因销售队伍整合及营销政策调整，故费用率有所
下降，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945万元。3、公司贷款及发债利息计提导致利息增加1251
万元。4、本期处置海门海慧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取得投
资收益616万元。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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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金额（元）
107,677,380.92

上年同期（元）

同比增减

说明

136.08% 主要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变现所

-298,422,480.34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937,032.02

68.98% 主要系上年同期购买景诚制药少数股

-177,102,465.47

权和上海方楠股权金额较大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149,454.99

6,081,175.07

-4081.95% 主要系本期回购2亿元私募债及归还
银行借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0,005,026.95

-469,880,912.08

-59.56% 系上述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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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公司整体资源整合能力，将目前不产生效益的资产进行有机整合，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于2017
年11月与徐光先生、朱仲辉先生及杨彦青女士签署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海门海慧医药科技有限公司69.0094%股权的股权
转让协议，作价3,165万元，公司已于2018年3月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本次股权转让后，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将不再持有
海门海慧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已完成工商变更事项。
2、根据公司参股子公司上海景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泽生物”）2015年10月16日与上海康景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康景基金”）签署的《可转换贷款协议》，康景基金向景泽生物借出的3000万元贷款全部转
换成景泽生物股权，转股后康景基金持有景泽生物15%的股权，公司对景泽生物的持股比例将被由39.98%稀释为33.98%。工
商变更尚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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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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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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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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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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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1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东情况

2018 年 01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经营情况

2018 年 01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主营业务情况

2018 年 02 月 0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经营情况

2018 年 02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经营状况

2018 年 03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一季报披露日期

2018 年 03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经营情况

2018 年 03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经营情况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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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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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叶湘武
2018 年 4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