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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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杜守颖

独立董事

身体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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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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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94,625,539.38

382,981,405.89

-23.07%

19,196,531.94

15,134,422.93

26.84%

-53,955,286.61

5,879,308.61

-1,017.71%

-106,845,603.00

107,677,380.92

-199.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8

0.0172

26.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8

0.0172

26.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0.63%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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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上年度末

减

总资产（元）

5,163,742,254.51

5,227,113,436.26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92,937,508.99

2,483,665,326.15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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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6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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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9,0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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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553.36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784,441.14
69,320,039.22 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损益
720,654.25
235,041.97
73,151,818.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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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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31,3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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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境内自然人

19.80%

174,166,182

130,624,636 质押

国有法人

12.92%

113,680,665

0

数量
131,983,721

张慧

境内自然人

4.25%

37,420,493

0

叶高静

境内自然人

3.86%

33,918,998

0

简卫光

境内自然人

3.70%

32,511,949

其他

2.27%

20,000,000

0

1.77%

15,603,060

0 质押

11,785,000

1.67%

14,687,389

0 质押

4,300,000

其他

1.58%

13,860,000

0

境内自然人

1.53%

13,475,651

0

24,833,962 质押

26,380,00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 号远望
基金
贵阳众诚投资管理中 境内非国有法
心（有限合伙）

人

贵阳黔景泰创业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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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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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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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3,680,665 人民币普通股

113,680,665

叶湘武

43,541,546 人民币普通股

43,541,546

张慧

37,420,493 人民币普通股

37,420,493

叶高静

33,918,998 人民币普通股

33,918,998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15,603,060 人民币普通股

15,603,060

14,687,389 人民币普通股

14,687,389

13,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60,000

李彤

13,475,651 人民币普通股

13,475,651

平江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11,083,369 人民币普通股

11,083,369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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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中，叶湘武、张慧、叶高静三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未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知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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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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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应收款

期末金额（元）

期初金额（元）

变动幅度

说明
主要系本期业务推广备用金增加及应收金沙医院

252,425,321.10

46,181,125.70

持有待售资产

-

77,987,727.52

其他流动资产

4,561,578.03

23,079,332.90

应付职工薪酬

3,986,766.20

9,832,680.80

应交税费

27,738,493.08

106,693,410.74

应付利息

12,600,000.01

5,040,000.01

-

12,307,766.74

长期应付款

139,625,779.23

42,092,900.45

递延收益

110,524,710.27

61,612,211.77

446.60%

股权转让款所致

-100.00% 主要系本期金沙医院处置，确认投资收益所致
-80.24%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产品所致
-59.45% 主要系上年计提的年终奖本期支付所致
主要系本期支付四季度税费高于一季度应交税费

持有待售负债

-74.00%

所致

150.00% 主要系本期计提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100.00% 主要系本期金沙医院处置，确认投资收益所致
231.71% 主要系本期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79.39%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元） 同比增减

税金及附加

3,676,452.58

6,474,515.71

资产减值损失

8,748,467.65

15,590,773.35

投资收益

67,257,699.12

其他收益

5,859,057.45

4,394,081.31

营业外收入

28,283.82

43,336.12

营业外支出

812,724.96

601,246.74

说明

-43.22%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下降所致
-43.89% 主要系本期其他应收款减少所致

2,721,380.40 2371.46% 主要系本期处置金沙医院股权取得投资收益6,932万元所致
33.34% 主要系本期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34.73% 主要系其他收入减少所致
35.17% 主要系本期存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主要系以下原因共同影响所致：1、公司销售改革在队伍整合阶段，
部分产品市场产生波动导致收入下降，同时榄香烯产品因产品名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称变更导致的医保变更尚在办理过程中，短期内该产品的销售收
19,196,531.94

15,134,422.93

26.84%

入同比大幅下滑，导致制造业务板块产品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下
降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5,627万元。
2、本期处置金沙医院股权取得投资收益6,9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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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元）

同比增减

主要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变现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845,603.00

107,677,380.92

-199.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19,220.56

-54,937,032.02

168.8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4,990.66

-242,149,454.99

101.05%

-66,776,581.64

-190,005,026.9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说明

少所致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产品及收到金沙
医院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所致
主要系上期回购2亿元私募债、本期融
资租赁款增加及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6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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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景峰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237号）,详见公司2018年2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8-006《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的公告》。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
期债券因市场原因未进行公开发行。
2、上海景泽引入新的投资方进行新一轮融资。具体进展如下：
本轮融资由南通蓝湾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投，北京龙脉得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跟
投，投资额预计不低于6,500万元，分两期，其中第一期2,500万元已完成，第二期预计于2019年第二季度
完成，投资款将全部投入上海景泽现有的生物药品临床III期及临床前开发使用。
根据与投资方的商定，上海景泽先进行股权重组，由上海景泽创始团队注册成立江苏璟泽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下称“江苏璟泽”），包括公司在内的上海景泽原股东出资成为江苏璟泽的股东后，由江苏璟泽分批出
资收购上海景泽全部股权，本轮投资的投资方亦通过增资进入江苏璟泽实现投资上海景泽。上述事项详见
公司2019年3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9-015《关于参股公司融资重组事项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江苏璟泽已完成收购上海景泽93.15%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持有江苏璟泽32.44%
股权。
3、公司就大连德泽的营业期限届满事项起诉了大连德泽之二股东浙江德清慧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3月18日，大连德泽召开股东会，股东就大连德泽经营期限达成和解，同意延长大连德泽经营期限。
2019年3月20日，大连德泽向大连金普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工商变更核准通过，完成相关的营业期
限延长、法定代表人和投资人变更。该事项详见公司2019年3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9-013《诉讼
进展公告》，目前已完成工商变更。
4、金沙医院已于2018年12月以15,000万元的价格（交易对价13,500万元、分红1,500万元）100%股权转让
给德阳第五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上述事项详见公司2018年12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8-076《关于
成都金沙医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已收到第一期转让价款5,400万元，并已完
成管理权交接和工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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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公司为推进国际高端特色仿创药道路的
进程，与军科正源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2019 年 02 月 28 日
议》。

咨询服务合同书》，委托华夏基石进行战

2019-009《关于与军科正源（北京）药物
研究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
告》。

公司与深圳华夏基石智库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19 年 03 月 05 日

略改革。

2019-010《关于签订管理咨询合同进行战
略改革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贵州景峰收到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研
究支持贵州景峰医药发展有关工作会议
纪要》，支持以景峰医药等重点企业为代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表的医药企业发展，全力以赴扶持好以 2019 年 04 月 04 日

2019-016《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贵阳市人

景峰医药等重点企业为代表的医药企

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的公告》。

业，提高企业在新一轮发展机遇中的实
力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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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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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1 月 02 日

接待方式
电话沟通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个人

询问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董秘介绍了公司管理团队的基本

2019 年 0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情况、产业布局情况以及公司投资情

机构

况、销售改革等情况。
公司管理层与与会投资机构主要就美
2019 年 01 月 22 日

实地调研

国尚进公司基本情况、核心竞争力、药

机构

品研发、产品销售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2019 年 02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19 年 02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询问 2018 年报披露日期 。
询问公司 2018 年发展情况及 2019 年如
何应对未来行业发展趋势等。
公司董秘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产业布

2019 年 02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局情况以及公司投资情况、销售改革

机构

等。
2019 年 03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日期 。

2019 年 03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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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