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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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代董事长、总经理沈依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珍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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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94,810.92

148,591,017.78

-46.84%

-23,941,299.97

-24,807,438.24

3.49%

-32,795,775.07

-26,999,186.61

-21.47%

-624,068.40

4,806,047.79

-112.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9%

-4.00%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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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946,644,012.42

1,956,320,525.62

-0.49%

637,078,007.64

660,408,727.15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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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8,4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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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1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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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5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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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8,854,47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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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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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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29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浙江亚太集团有
限公司

陈尧根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绍兴柯桥亚太房
地产有限公司

钟婉珍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19.40%

5.06%

4.60%

3.93%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104,100,000

27,140,218

数量

质押

88,100,000

冻结

104,100,000

质押

25,000,000

冻结

27,140,218

质押

18,500,000

冻结

24,662,000

质押

21,000,000

冻结

21,101,892

0

20,355,163

24,662,000

21,101,892

股份状态

0

15,826,419

吕旭幸

境内自然人

3.75%

20,097,040

15,072,780

沈依伊

境内自然人

3.37%

18,087,336

13,565,502 质押

3,000,000

质押

10,949,934

任军

境内自然人

2.04%

10,949,934

冻结

10,949,934

质押

6,333,522

冻结

6,333,522

8,212,450

张春宇

境内自然人

1.71%

9,197,638

0

曹蕾

境内自然人

1.18%

6,333,522

0

魏春杰

境内自然人

0.66%

3,558,3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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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数量

104,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100,000

24,6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662,000

张春宇

9,197,638 人民币普通股

9,197,638

陈尧根

6,785,055 人民币普通股

6,785,055

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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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蕾

6,333,522 人民币普通股

6,333,522

钟婉珍

5,275,473 人民币普通股

5,275,473

吕旭幸

5,024,260 人民币普通股

5,024,260

沈依伊

4,521,834 人民币普通股

4,521,834

魏春杰

3,558,328 人民币普通股

3,558,328

任军

2,737,484 人民币普通股

2,737,484

陈尧根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
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为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司；钟婉珍女士为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之配偶；吕旭幸先生为公司董事，
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之女婿；沈依伊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实际
控制人陈尧根先生之女婿；任军先生为公司原董事，子公司上海新生源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曹蕾女士为公司股东、任军之配偶；除以上情况外，未知公司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张春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9,197,638 股，合计持有
9,197,638 股；魏春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3,558,328 股，
合计持有 3,558,32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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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
1、应收款项融资较期初减少71.15%，主要系本期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2、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415.31%，主要系本期预付原辅材料款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减少33.28%，主要系本期收到部分柯桥厂区拆迁补偿款，相应应收拆迁补偿款减少所致；
4、存货较期初增加43.66%，主要系本期原材料和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5、合同负债较期初减少38.32%，主要系本期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6、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48.82%，主要系本期缴纳年初应交税费所致；
二、利润表
7、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46.84%，主要系本期因集中采购政策推行等致使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8、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47.94%，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减少，营业成本相应减少所致；
9、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5.28%，主要系市场推广服务费减少所致；
10、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84.69%，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1、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245.56%，主要系公司本期末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余额减少所致；
12、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2,279,551.60元，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13、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4841.49%，主要系本期柯桥厂区拆迁相应转让排污指标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12.99%，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销售商品等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
致；
1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532.32%，主要系本期收到部分柯桥厂区拆迁补偿款及转让排污指标所致；
1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705,917.55元，主要系本期支付项目贷款利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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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浙证调查字2019427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在立案调查
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2021年2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
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2021]2号），2021年4月21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
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4号）及《市场禁入决定书》（[2021]1号），具体情况详见2021年3月1日、2021
年4月2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及市
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2、2020年12月25日，拆迁单位绍兴市柯桥区中心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受委托方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办事处与
公司签署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绍兴市柯桥区中心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对公司柯桥厂区房屋拆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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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补偿，拆迁补偿款总额为265,969,462.00元。2020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受委托方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办事处转付的第
一笔拆迁补偿款14,630万元，2021年3月10日，公司收到受委托方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办事处转付的第二笔拆迁补偿款
4,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收到拆迁补偿款18,630万元。具体情况详见2021年3月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公司收到房屋拆迁补偿款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7）。
3、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谷分行（以下简称“武汉农商行”）因与武汉光谷新药孵化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光谷新药孵化”）、上海新生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生源”）借款合同纠纷向湖北省武汉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同时，武汉农商行认为亚太药业、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新高峰”）滥用股东身份与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关联公司与债权人利益，要求公司、上海新高峰对光谷新药孵化、上海新
生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冻结公司银行账户合计金额1,999.49万元。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下发《民
事判决书》（（2020）鄂0192民初1083号），判决武汉光谷新药孵化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司向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光谷分行支付借款本金19,991,770.8元、借款期间的利息3,140.37元及逾期罚息，上海新生源、上海新高峰、亚太药业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因不服该判决，依法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申请已获受理。公司依
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情况，公司已委托律师团队积极应对，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具体情况详见2021
年3月1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公司诉讼案件上诉受
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
4、2020年9月14日，公司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下与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省科投”）
签订了《调解协议》，公司拟回购湖北省科投名下武汉光谷亚太药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亿元），并向湖北
省科投支付股权收购价款。股权收购价款以4亿元投资款本金为基数，加收按年利率4.75%计算的股权溢价收益。2020年9月
14日，公司向湖北省科投支付投资款3亿元及对应利息3,761.47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绍兴兴亚药业有限公司以自有房屋所
有权、土地所有权为上述股权回购部分款项1亿元及对应利息提供抵押担保。为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经与湖北省科投协商，
公司于2021年4月1日提前向湖北省科投支付1亿元投资款及对应的利息955.28万元。本次剩余部分投资款及相应利息支付完
成后，公司后续将尽快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解除相应的抵押担保。具体情况详见2021年4月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公司回购子公司股权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048）。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2021 年 2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
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浙处罚 2021 年 03 月 01 日
字[2021]2 号）
。

2021 年 3 月 10 日，公司收到受委托方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
道办事处转付的第二笔拆迁补偿款 4,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 2021 年 03 月 11 日
披露日，公司已累计收到拆迁补偿款 18,630 万元。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
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24）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
《关于公司收到房屋拆迁补偿款的进展公
告》
（公告编号 2021-027）

公司因与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谷分行、武汉光
谷新药孵化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司、上海新生源医药集团有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

限公司、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
2021 年 03 月 12 日
收到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92
《关于公司诉讼案件上诉受理的公告》
（公
民初 1083 号《民事判决书》
，公司因不服该判决，依法向湖

告编号 2021-028）

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申请已获受理。
根据《增资协议》、
《补充协议》
，为履行回购义务，公司拟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

回购湖北省科投名下武汉光谷亚太药业有限公司 49%的股 2021 年 04 月 02 日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
权（对应注册资本 4 亿元）
，2020 年 9 月 14 日，公司向湖

《关于公司回购子公司股权事项的进展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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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科投支付投资款 3 亿元及对应利息 3,761.47 万元。为

告》
（公告编号 2021-048）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经与湖北省科投协商，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 日提前向湖北省科投支付 1 亿元投资款及对应的利息
955.28 万元。本次剩余部分投资款及相应利息支付完成后，
公司后续将尽快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解除相应的
抵押担保。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
2021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

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1]4 号）2021 年 04 月 22 日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
及《市场禁入决定书》
（[2021]1 号）
。

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
（公
告编号 2021-0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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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交易对方
Green Villa
资产重组时

Holdings

所作承诺

LTD.和交易
对方实际控
制人任军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的
承诺

1、本次交易利润预测补偿期间为 2015 年度、

根据《行政处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2、交易对

罚及市场禁

方承诺，在利润预测补偿期间内，标的公司于

入事先告知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

书》
、
《行政处

每年实现的年度净利润数（年度净利润指按照

罚决定书》
，

标的公司合并报表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上海新高峰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年度净利润，如本次交易完

2016 年至

成后，标的公司和/或其控股子公司作为上市公 2015 年 10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则需要扣除 月 10 日

四年

2018 年度虚
增营业收入、

募集资金项目产生的净利润）不低于 8,500 万

营业成本、利

元、10,625 万元、13,281 万元和 16,602 万元。

润总额，导致

交易对方实际控制人任军对交易对方作出的业

经会计差错

绩承诺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在利润预测补偿

更正后，上海

期间的每个年度，若标的公司实现的实际净利

新高峰未完

润数不足交易对方承诺的净利润数的，则交易

成业绩承诺，

对方需按如下约定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

根据《补偿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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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具体如下：当期应补偿现金数=（截至当

议》约定，交

期期末交易对方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数-截至当

易对方 Green

期期末标的公司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

Villa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

Holdings

度交易对方承诺的净利润数之和）×本次交易的

LTD.和交易

交易价格（9 亿元）-已经补偿现金数按照上述

对方实际控

公式计算，如为负数的，按照零取值。

制人任军尚
需履行业绩
补偿承诺

1、本次交易资产交割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将不以任何形式从

交易对方

事与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已于

公司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经营活动，包括不会

2019 年四季

投资、收购、兼并与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

度失去对上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公司

海新高峰及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2、本次交易资产交割完成

其下属子公

后，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经

司的控制，上

济组织拟进行与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海新高峰及

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的或相类似的业务，本公

其下属子公

司将行使否决权，以确保与上海新高峰生物医

司已不再纳

药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进行直接或间接

入公司合并

Green Villa 避免同业竞 的同业竞争。3、本次交易资产交割完成后，如 2015 年 10
Holdings

争的承诺

LTD.

有在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月 10 日

长期

财务报表范
围。报告期上

公司经营范围内相关业务的商业机会，本公司

海新高峰及

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将优先

其子公司人

让与或介绍给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及

员离职、业务

其控股子公司。对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

停顿，无法恢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进行建设或拟投资的项

复经营，公司

目，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经济

亦无法获悉

组织将在投资方向与项目选择上，避免与上海

交易对方是

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

否履行避免

或相似，保证不与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

同业竞争的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以维护上海

承诺。

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利
益。

交易对方实
际控制人任
军

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1、本次交易资产交割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

公司已于

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将不以任何形式从事与

2019 年四季

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度失去对上

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经营活动，包括不会投资、
2015 年 10
长期
收购、兼并与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及
月 10 日
其控股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公司或者其

海新高峰及

他经济组织。2、本次交易资产交割完成后，如

海新高峰及

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拟进

其下属子公

行与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司已不再纳

其下属子公
司的控制，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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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相同或相类似的经营业务，本人将行使否

入公司合并

决权，以确保与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范

及其控股子公司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

围。报告期上

争。3、本次交易资产交割完成后，如有在上海

海新高峰及

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

其子公司人

范围内相关业务的商业机会，本人及本人所控

员离职、业务

制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将优先让与或介绍给

停顿，无法恢

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复经营，公司

司。对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亦无法获悉

子公司已进行建设或拟投资的项目，本人及本

交易对方实

人所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将在投资方向

际控制人是

与项目选择上，避免与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

否履行避免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或相似，保证不与

同业竞争的

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承诺。

发生同业竞争，以维护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利益。
1、本公司保证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现任主要经
营管理人员任军、黄卫国、黄阳滨将向受让方
作出如下书面承诺，任军、黄卫国、黄阳滨在
标的公司、上海新生源或受让方任职期间及该

公司已于

等人员与标的公司、上海新生源或受让方解除

2019 年四季

劳动关系后 2 年内，不从事下列行为：
（1）在

度失去对上

与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从事的业务相同或

海新高峰及

相类似的或与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有竞争

其下属子公

关系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内任职、兼

司的控制，上

职，或提供咨询性、顾问性服务；
（2）将标的

海新高峰及

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推荐或介绍给其他

其下属子公

人导致标的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的利益受损；
交易对方

Green Villa 竞业禁止的 司存在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 2015 年 10
Holdings
LTD.

司已不再纳

（3）自办/投资任何与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承诺

济组织，经营/或为他人经营（标的公司及其控 月 10 日
股子公司除外）与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主
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4）参与损害标的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益的任何活动。且任军、
黄卫国、黄阳滨保证违反上述承诺所获的收益
归标的公司、上海新生源或受让方所有，该等
人员并应向标的公司、上海新生源或受让方支
付违约金 2,000 万元，且违约金不足弥补标的
公司、上海新生源或受让方损失的，标的公司、
上海新生源或受让方还可向该等人员主张赔
偿。2、任军、黄卫国、黄阳滨因违反前款约定

入公司合并
长期

财务报表范
围。报告期上
海新高峰及
其子公司人
员离职、业务
停顿，无法恢
复经营，公司
亦无法获悉
交易对方是
否履行竞业
禁止的承诺。

的承诺事项所致的法律责任（如有）
、违约责任
（如有）由本公司向受让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标的公司、上海新生源或受让方与任军、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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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黄阳滨解除劳动关系后的 2 年内，任军、
黄卫国、黄阳滨需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承担
离职后竞业禁止义务，标的公司、上海新生源
或受让方应向任军、黄卫国、黄阳滨支付竞业
禁止补偿金，每月补偿金为前述人员与标的公
司、上海新生源或受让方解除劳动合同前 1 个
月的月税前工资的 30%。
1、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除投资亚太药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外，亚太集团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从事与亚太药业及
其控股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情形；亚太集
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今后将不以任何形式从
事与亚太药业产品或者业务相同或相似的经营
活动，包括投资、收购、兼并与亚太药业现有
业务及相关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如出现因亚太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亚太药业及其控股子
浙江亚太集
团有限公
司、陈尧根

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

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亚太集团将依法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尧
根先生承诺：除投资亚太药业及其控股子公司

2008 年 02
月 03 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
诺

外，陈尧根先生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从
事与亚太药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
的情形；陈尧根先生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今后
将不以任何形式从事与亚太药业产品或者业务
首次公开发

相同或相似的经营活动，包括投资、收购、兼

行或再融资

并与亚太药业现有业务及相关产品相同或者相

时所作承诺

似的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如出现因陈尧根
先生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
亚太药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
况，陈尧根先生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份，也不由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浙江亚太集
团有限公

发行时所作

该部分股份。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2008 年 02
股份锁定承
长期
司、陈尧根、
他人管理持有的绍兴县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的 月 03 日
诺
钟婉珍
股权，也不由绍兴县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收购

严格履行承
诺

该部分股权。2、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承
诺：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已间接持有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份，也不由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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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股份。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的股
权，也不由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权。上述锁定期满后，在其担任本公司的董
事期间内，亚太集团及亚太房地产每年转让的
公司股份不超过该两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且其在辞去公司董事后六
个月内，不转让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间接持有的本
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3、公司董事钟婉珍
女士承诺：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已间接持有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份，也不由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该部分股份。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的股权，也不由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权。上述锁定期满后，在其担任本公司
的董事期间内，亚太集团及亚太房地产每年转
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该两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且其在辞去公司董事
后六个月内，不转让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间接持有
的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2021 年 4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
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
《行政处罚决定书》
，公司收购的子公司上海新高峰 2016 年至 2018 年虚增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利润总额，经会计差错更正后，上海新高峰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补偿协议》约定，交易对方
Green Villa Holdings LTD.和交易对方实际控制人任军需履行业绩补偿承诺，需以现金方式对亚太药业进行补
偿，后续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要求相关方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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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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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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988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安信证券”）采用代销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4,247,228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0.61元，共计募集资金1,324,135,369.08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18,3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305,835,369.08元，已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30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审计验资
费、律师费、印花税、法定信息披露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8,700,000.00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为1,297,135,369.08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验〔2016〕365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129,451.62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013.01万
元；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0.00万元，2021年第一季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3.25万元；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29,451.62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016.26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278.17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25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19年4月2日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面值总额965,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965,000,0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10,000,000.00元（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955,000,000.00元，已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于2019年4月9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律师费、会计师费、资信评级费、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
外部费用2,411,792.44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952,588,207.56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19〕69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28,115.13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195.40万元；
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893.31万元，2021年第一季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09.86万元；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29,008.43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405.26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67,655.65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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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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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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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沈依伊（代）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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