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2020-104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高新”）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晚间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113 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长春
高新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对关注函中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立即向传闻
所涉及的第二大股东金磊先生进行正式函询，已经收到金磊先生的正式书面回复。
据此，现就关注函内容答复如下：
1、结合金赛药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占你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比重的历史
情况，说明市场能否通过获知金赛药业业绩而直接推断你公司相应期间业绩；
补充披露公司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的预计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情况，
在此基础上说明金磊上述业绩相关言论是否属实。
公司回复：
（1）金赛药业在长春高新合并报表中主要财务指标占比情况
长春高新的主营业务是以包括生物制药、疫苗及中成药为主的医药研发、生
产和销售，辅以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及房产租赁等业务。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作为长春高新旗下控股子公司，主导产品包括
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液、促卵泡素等。2018 年长春高新持有其 70%股权，2019
年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自 2019 年 11 月起长春高新持有其 99.5%股权。
2017-2020 年上半年期间，金赛药业实现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及在长春高新合并报表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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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赛药业
年度

营业收入

长春高新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

营业收入

在长春高新合并报表中占比（%）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2017

208,406.03

47,998.47

410,226.16

66,194.88

50.80%

72.51%

2018

319,615.51

79,237.94

537,499.47

100,649.54

59.46%

78.73%

2019

482,192.98

148,974.22

737,370.13

177,500.92

65.39%

83.93%

2020年1-6月

253,522.05

112,348.44

391,663.88

130,986.08

64.73%

85.77%

2020 年 7-9 月份，金赛药业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81,000 万
元，在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占比约为 87.56%；预计实现营业收入约
161,000 万元，在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占比约 71.14%。【注：上述数据基于对长春
高新 2020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中数据区间平均值计算】
长春高新另一控股制药企业——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生产的新品鼻
喷流感减毒活疫苗已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开始上市销售，根据流感疫苗的接种规
律特点，秋冬季为流感疫苗的接种季，目前各省份招投标工作顺利开展，但该单
品种的具体销量和利润贡献情况目前尚无法进行具体预测。
同时，长春高新旗下高新地产的结算收入也同样具有季节性销售结算特点。
随着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逐渐控制，2020 年度第四季度期间整体市场还会有比
较大的变动因素。
据此，通过金赛药业这一企业的单一盈利预测情况，市场不会直接推断出长
春高新对应期间的相关业绩。
（2）长春高新及金赛药业 7-9 月份实际经营情况
①长春高新 2020 年 7-9 月预计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情况
【注：以下数据系基于对长春高新 2020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中数据区间平
均值计算的预测数据，有关财务数据请以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实际披露为准。】
名称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同比增减变动（+/-）

92,504.72 万元

51,391.51 万元

80%

2.29 元/股

3.02 元/股

/

长春高新
基本每股收益

其中，金赛药业 2020 年第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81,000.00 万元。
因长春高新 2019 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完成了对金赛
药业 29.5%少数股东股权的收购，自 2019 年 11 月起按持股比例 99.5%合并金赛
药业财务报表，由此导致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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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金赛药业“7 月份同比下滑”的情况说明
根据金磊先生本次向长春高新出具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
注函有关事项的书面说明》，在其与机构交流中提及的金赛药业 2020 年“7 月份
同比下滑”情况属实，但其确指的是新患入组人数的下降。
新患入组人数下降的原因是由于 7 月份全国疫情没有结束，所以各地对学生
上学以及医院就诊，以及跨地区诊疗的很多限制因素造成的。关于上述情况，公
司曾在半年报的相关段落中做出了如下陈述：“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
药品销售线下推广活动及医院就诊工作受限，物料备货、进口设备货期也受到一
定程度影响。同时，国际商务方面，因为国际货运航线锐减、运力不足、运费成
本提高，境外注册工作的推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根据金赛药业经营数据显示，受 2020 年疫情影响，上半年新增患者人数同
比减少，进入 7 月份之后，往年原本暑期应有的新患入组旺季却继续延续了上半
年的下降态势，8 月份当期新增患者人数同比基本持平，9 月份当期新增患者人
数开始回升。该数据表明，新患入组情况受疫情影响的因素正在逐步减弱，新增
患者人数也在逐步提升，且持续用药患者人数逐年增加，从而保证了金赛药业整
体销售收入的持续增长。
③关于“金赛药业明年生长激素纯销目标为 25%”的情况说明
所谓“纯销”的概念，是一种企业内部管理的考核指标，跟企业的销售收入
数据是基本一致的，但因为商业公司库存等因素，会造成纯销考核与销售收入存
在细微差异。经长春高新与金磊先生本人确认，他在对方问及有关“明年生长激
素纯销目标”的时候，他所谈及的“明年纯销 25%”数据系指销售统计口径的收
入，而不是指净利润，且其没有谈及有关“增长 35%下调至 25%”的增减变化。
金赛药业 2017-2020 年 1-6 月销售收入及净利润情况如下：
年度

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收入同比增长

净利润同比增长

2017

208,406.03

68,569.24

51.09%

38.29%

2018

319,615.51

113,197.05

53.36%

65.08%

2019

482,192.98

197,625.46

50.87%

74.59%

2020 年 1-6 月

253,522.05

112,913.00

18.47%

37.14%

基于过去几年金赛药业利润及收入增速关系的考量，在实现 2021 年生长激
素纯销预期增长 25%的预估目标基础上，金赛药业 2021 年的利润增速将会远高
于 25%这个比例。金磊先生表示：这是基于金赛药业近三年的历史业绩做出的合
理预估，也是其本人做为金赛药业的经营者做出的保守预期，表明了其做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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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对企业经营持续增长的正面而积极的意愿。按金磊本人所说“明年纯销
达到 25%”增幅比较，高于已经公开披露过的重组方案中金磊先生所承诺的
2019-2021 年间净利润所推算的收入增长速度。且到目前为止，企业整体生产经
营尚处于 2020 年第三季度，长春高新及金赛药业董事会都还未对金赛药业 2021
年经营业绩指标进行讨论、审核及确认。
因此，媒体报道中提及的“金赛药业明年业绩展望从增长 35%下调至 25%”
是一种误读。
2、结合金磊目前持股及股份限售情况，在函询的基础上说明其是否存在减
持计划，上述减持相关言论是否属实；如是，请提醒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自 2019 年，长春高新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金磊先生成为长春高新第
二大股东。截至目前，金磊先生共持有长春高新 46,523,376 股，持股比例为
11.50%，全部为限售股份，按照《业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分三期解除限售，具体如下：
期数

解锁期
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届满（即 2020 年 12 月 12 日），且金赛药业 2019

第一期

年度实现净利润达到《业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 2019 年度承
诺净利润，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19 年度金赛药业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后的 10 个工作日起可解锁。

第二期
第三期

达到承诺净利润，并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20 年度金赛
药业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后的 10 个工作日起可累计解锁。
达到承诺净利润，并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21 年度金赛
药业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后的 10 个工作日起可累计解锁。

按上述解锁条件和公式计算，交易对方金磊、林殿海第一期、第二期、第三
期可累计解锁的股份比例分别为 26.7412%、60.1775%和 100%。
截至 2020 年 9 月 14 日相关媒体报道发布之日，金磊先生并未向长春高新提
交所持股份减持意向通知相关文件。根据金磊先生的正式书面回复意见，其本人
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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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9 年长春高新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安排，金磊本人将按照重组
对价所产生的税款缴纳近 10 亿元的个人所得税。当时经过与税务部门沟通，该
部分个人所得税可以延期缴纳，但随着解禁期的到来，按照税务局要求，金磊本
人有缴纳税款的资金需求。
按照公司 2019 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相关协议，金磊、林殿海作为业绩承
诺方，承诺金赛药业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55,810 万元、194,820 万元、232,030 万元，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582,660 万元。据此，金磊本人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已达成，在 2020 年 12 月底
将有部分股票具备减持条件。
金磊本人将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严格遵守“短线交易禁止”、
“大股东减
持新规”等监管规则，综合考量个人缴纳税款资金需要，以及税务部门相关税收
缴税要求，来决定未来是否通过减持主要用于满足其个人所得税缴纳资金需求，
并由此确定未来具体减持方式、减持时间及减持股份数量。
同时，长春高新将按照“持股 5%以上股东预减持”规定对金磊先生未来减
持事项履行相关事前信息披露义务。
3、结合你公司信息披露相关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
有选择性地、私下向特定股东披露、透漏或者泄漏未公开信息，是否存在违反
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情形；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及金磊的有关行为是否违
反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2.15 条“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其他公共媒体发布重大信息的时间不得先于指定媒体，在指定媒
体上公告之前不得以新闻发布或者答记者问等任何其他方式透露、泄漏未公开
重大信息”的规定。
公司回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要求，长春高新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接
待和推广工作制度》等，相关制度规定董事会秘书为接待与推广事务工作的负责
人，董事会办公室是负责接待与推广事务具体工作的职能部门，由董事会秘书直
接领导。因此，除上述职能部门及专职领导外，其他人未经授权均不得接受调研
交流，金磊先生参与的本次交流也未经长春高新许可或授权，不符合上述内部管
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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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金磊先生除在金赛药业担任董事、总经理职务外，未在长春高新、
长春高新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任何职务。金磊先生作为长春高新
股东及子公司管理者，在其交流过程中谈及金赛药业相关经营情况的做法欠妥，
虽然在与机构交流过程中主要是从金赛药业经营者的个人角度，对金赛药业基本
情况进行了保守预估，但相关言论也使外界产生了误读，并由此对上市公司及股
东带来了不良影响。金磊本人作为长春高新股东及子公司管理人员，未来将严格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审慎交流，并对本次事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
长春高新不存在有选择性地、私下向包括金磊先生在内的特定股东披露、透
漏或者泄漏未公开信息行为，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情形。未来长春高
新将继续严格遵守《证券法》、
《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长
春高新《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接待和推广工作制度》的规定，进一步提升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规意识，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合规培训，确保相关人员均能及时、
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回复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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