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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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郁霞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陈红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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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上年度末

减

7,600,975,461.13

7,561,322,269.93

0.52%

5,179,418,548.54

4,919,006,463.93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1,139,566,361.66

-10.57%

3,150,169,599.62

-16.73%

110,300,630.50

31.06%

272,070,539.21

7.12%

62,524,393.96

-21.73%

170,920,957.61

-20.42%

297,965,458.48

139.31%

-22,423,573.69

87.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92

30.98%

0.2201

7.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92

30.98%

0.2201

7.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8%

0.62%

5.38%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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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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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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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1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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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11,788,438.79
4,640,4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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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8,022,746.20

说明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主要为财政补助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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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124,433.8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828,273.9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85,167.26

合计

101,149,58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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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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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7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长江润发集团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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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38.08%

470,667,365

质押

329,383,300

11.66%

144,067,797

质押

144,067,797

6.51%

80,510,018

质押

80,510,018

6.42%

79,295,379

质押

79,295,379

3.76%

46,448,086

中山松德张家
港保税区医药
产业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伙）
杨树恒康张家
港保税区医药
产业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伙）
北京杨树创业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华安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
公司－客户资
金专户 1 号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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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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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
长江润发张家
港保税区医药
产业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1%

30,965,390

1.53%

18,879,850

1.53%

18,879,850

质押

30,965,390

伙）
深圳市平银新
动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市平银能
矿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李柏森

境内自然人

1.28%

15,778,125

郁全和

境内自然人

1.28%

15,778,125

11,83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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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

470,667,365

人民币普通股

470,667,365

144,067,797

人民币普通股

144,067,797

80,510,018

人民币普通股

80,510,018

79,295,379

人民币普通股

79,295,379

46,448,086

人民币普通股

46,448,086

30,965,390

人民币普通股

30,965,390

18,879,850

人民币普通股

18,879,850

18,879,850

人民币普通股

18,879,850

15,778,125

人民币普通股

15,778,125

11,163,433

人民币普通股

11,163,433

中山松德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
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杨树恒康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
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杨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华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专户 1 号（交易所）
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
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平银新动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深圳市平银能矿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李柏森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
－莱沃 5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数量

郁全和为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郁全和与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上市公司一致行动人；郁霞秋为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郁霞秋与长

的说明

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控股股东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
为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本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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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莱沃 50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持有本公司 11,163,433 股股份；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和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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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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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科目

营业税金及附加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或本期金额）

（或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25,952,761.20

37,297,004.01

-30.42% 收入下降导致附加税费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11,788,438.79

30,749,461.63

263.55% 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023,976.17

-36,697,356.75

-59.06% 主要是其他应收款减值损失计提减少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支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58.34% 主要是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464,172.89

-1,114,242.51

16,959,533.38

2,722,617.48

-22,423,573.68

-176,368,516.17

-674,510,470.79

-480,371,428.76

183,641,576.17

-30,006,277.79

712.01% 本期取得借款增加所致

-513,813,906.88

-686,546,760.93

25.16% 本期取得借款增加所致

1,116,511,456.16

1,699,978,317.42

-34.32% 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783,883,804.59

284,075,486.67

175.94% 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38,636,210.99

85,577,019.31

522.91% 预计负债增加所致
87.29% 主要是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40.41% 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54.85% 主要为客户货款以票据结算方式减少
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300,000.00

7,300,000.00

预付款项

458,536,453.98

340,905,677.73

长期股权投资

358,374,164.80

27,275,608.49

-68.49% 银行承兑汇票到期结算所致
34.51% 预付采购款增加所致
1213.90% 本年度山东华信不并入合并范围计入
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29,340,391.58

17,708,880.04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408,177.94

44,579,452.29

短期借款

824,399,589.16

581,639,492.76

预收款项

10,749,551.15

201,764,37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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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8% 房产对外租赁增加所致
-54.22% 本年度山东华信不并入合并范围所致
41.74% 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94.67% 春节备货完成预收款项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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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60,246,052.87

42,745,690.18

预计负债

28,797,807.11

13,704,111.86

递延收益

3,527,861.33

5,106,617.31

-30.92% 本年度山东华信不并入合并范围所致

22,082,864.35

43,802,898.77

-49.59% 本年度山东华信不并入合并范围所致

97,640.85

501,392.38

523,074,854.76

251,004,315.55

108.39% 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30,061,617.34

271,240,038.40

-88.92% 本年度山东华信不并入合并范围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综合收益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40.94% 主要是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110.14% 预计负债利息增加所致

-80.53% 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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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失去控制
2020年4月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二级子公司华信制药失控暨公司下一步措施的公告》
，自2020年3月16日公司年报审计
工作组进驻华信制药开展年度审计工作，通过多次沟通交流后，华信制药董事马俊华(兼总经理)以及刘瑞环明确拒绝配合审
计工作、拒绝执行审计程序，导致公司无法掌握华信制药的实际运营情况、资产状况、面临的风险等信息，2019年度审计工
作不能正常进行，公司对山东华信已失去控制，公司自2020年1月起不再将山东华信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公司当前业务的发展，公司已设立多个板块子公司管理相关业务。公司将通过完善内部控制与提高外部监控双管齐，
提升各子公司自主经营管理能力，保证公司整体运营健康、安全。防止相关子公司在业务经营、对外投资等领域出现差错或
失误，对本公司造成风险和损失。
2、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纠纷
马俊华与长江医药投资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引起的股权纠纷，
（2019）京仲案子第5640号、
（2020）京仲案子第1165
号已由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并于2020年8月11日开庭审理，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尚未裁决。
公司加紧推进后续进展工作，申请对山东华信2018年度、2019年度的财务账册、财务凭证实施保全。同时根据《股权转
让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申请对马俊华夫妇的有效资产实施财产保全。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
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不断优化公司业务及管理流程，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3、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事项
（1）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山松德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中山松德”
）
，2020
年2月8日发布了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已于2020年9月1日减持计划期满，未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中山松德拟继续实施减持股份计划，并于2020年9月3日发布了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截至报告期末，中山松德持有本
公司股票144,067,79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66%，尚未实施减持计划。
（2）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杨树恒康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杨树恒康”
）
，2020
年2月8日发布了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已于2020年9月1日减持计划期满，未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杨树恒康拟继续实施减持股份计划，并于2020年9月3日发布了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截至报告期末，杨树恒康持有本
公司股票80,510,01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51%，尚未实施减持计划。
（3）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杨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杨树创业”）
， 2020年2月21日发布了减持
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已于2020年9月15日减持计划期满，未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杨树创业拟继续实施减持股份计划，并于2020年9月16日发布了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截至报告期末，杨树创业持有
本公司股票79,295,37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42%，尚未实施减持计划。
4、政府补助相关事项
（1）公司下属公司西藏贝斯特药业有限公司收到西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引导资金，详见巨潮资讯网
《长江健康：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7）
。
（2）公司下属公司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简称“海灵药业”
）收到海口市财政国库支付局拨付的工业发展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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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详见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7）
。
5、2020年3月9日，海灵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签发的奥美拉唑肠溶胶囊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标志着该
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8月20日，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正式开标。根据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全
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结果公示，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的奥美拉唑肠溶胶囊拟中标本次集中采购。采
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对于公司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后，
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相关产品的销售，提高市场占有率，促进公司相关产品国内市场的开拓，夯实公司在消化类药品领域的
市场地位，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6、海灵药业与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就落户美安新区成功签署了《高端仿制药及新药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进入海口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合同》。该项目占地80亩，总投资约3.2亿元，用于新建抗感染系列产品生产车间和新申报药品生产
基地。详见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子公司签署投资合同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9）
。
重要事项概述
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失去
控制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二级子公

2020 年 04 月 07 日

司华信制药失控暨公司下一步措施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4）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子公司诉

2019 年 11 月 26 日

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59）

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收购纠纷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子公司收
2020 年 05 月 07 日

到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案受理通知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2）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子公司收

2020 年 06 月 17 日

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开庭通知书》暨仲
裁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1）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持股 5%

2020 年 02 月 08 日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
告编号：2020-005）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持股 5%以

2020 年 06 月 03 日

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8）

中山松德、杨树恒康减持股份计划事项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持股 5%以
2020 年 09 月 02 日

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20-052）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持股 5%以

2020 年 09 月 03 日

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0-053）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持股 5%

2020 年 02 月 21 日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
告编号：2020-008）

杨树创业减持股份计划事项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持股 5%以
2020 年 06 月 17 日

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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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持股 5%以
2020 年 09 月 16 日

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20-054）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持股 5%以

2020 年 09 月 16 日

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0-055）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子公司获

2020 年 04 月 29 日

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17）

政府补助相关事项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子公司获
2020 年 09 月 22 日

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57）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奥美拉唑

2020 年 03 月 10 日

肠溶胶囊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海灵药业奥美拉唑肠溶胶囊通过一致

性评价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3）

性评价、中标第三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参与全国
2020 年 08 月 21 日

药品集中采购拟中标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20-046）

海灵药业新建高端仿制药及新药研发
生产基地事项

巨潮资讯网《长江健康:关于子公司签
2020 年 06 月 13 日

署投资合同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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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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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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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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6,788,097股，每股发行价格16.47元，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1,099,999,957.59
元，扣除财务顾问费及承销费用1,90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1,080,999,957.59元。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
于2016年11月9日对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和信验字(2016)第000118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上述
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截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为3,498.38万元，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75,229.36万元（含财务顾问及
承销费用1,900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38,269.02万元，其中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余额为25,000万元，其余均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户。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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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
24,000

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业绩预告的说明

0.1942

-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36,000

-37,230.18

--

0.2913

-0.3012

--

-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实现扭亏为盈，其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度
业绩受商誉减值影响大幅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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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23.66

43,927.66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47,000

25,000

0

135,423.66

68,927.66

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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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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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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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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郁霞秋
2020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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