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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16-091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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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程先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喻海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喻海霞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报告中公司简称如无特殊说明则与公司已披露的 2016 年半年度报告中释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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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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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1,390,732.43 4,546,736,611.60 5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352,442,734.73 2,858,084,375.67 17.30%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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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938,054,591.90 55.14% 2,669,729,382.40 4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2,327,400.34 40.53% 536,593,797.71 8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1,331,506.71 155.70% 535,718,917.45 12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72,714,258.75 63.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45.45% 0.49 8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45.45% 0.49 8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8% 0.87%  17.27% 6.37%  

注：本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660,478,864 股，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1,100,798,107 股，按照新股本计算的上年同期每股收益为

0.11 元，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末每股收益 0.27 元。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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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5,781.93 
固定资产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投

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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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242.23 政府补助、经费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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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的投资收益 

1,013,339.07 主要为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2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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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295,390.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290.62  

合计 874,88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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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3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程先锋 境内自然人 47.35% 521,196,307 520,271,407 质押 200,000,000 

过鑫富 境内自然人 3.62% 39,895,890    

林关羽 境内自然人 1.67% 18,359,470 18,129,47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农

银汇理医疗保健

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1% 15,554,454    

姜维平 境内自然人 0.69% 7,626,600    

张颖霆 境内自然人 0.54% 5,909,04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邮战

略新兴产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5,499,05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国

泰国证医药卫生

行业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5,12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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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艾忠 境内自然人 0.35% 3,801,193  质押 460,000 

张洪文 境内自然人 0.27% 2,945,82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过鑫富 39,895,890 人民币普通股 39,895,89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

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554,454 人民币普通股 15,554,454 

姜维平 7,626,600 人民币普通股 7,626,600 

张颖霆 5,909,040 人民币普通股 5,909,04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战

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99,050 人民币普通股 5,499,05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国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5,129,330 人民币普通股 5,129,330 

张艾忠 3,801,193 人民币普通股 3,801,193 

张洪文 2,945,825 人民币普通股 2,945,82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

华医药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 

方铭 2,41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5,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过鑫富先生是林关羽先生配偶姐姐的丈夫，上述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姜维平和张颖霆所持公司股份均参与融资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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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变动说明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601,329,355.35 332,220,054.61 81.00%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利润增加，按期收回货款，使经营现金流净额增

加，资金结余较期初有较大上升。 

应收账款 628,604,215.64 448,089,663.30 40.29% 主要系报告期医药、原料药产品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的应收货款增加。 

预付款项 204,444,606.53 136,500,332.60 49.78% 主要系报告期原料药、医药预付采购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80,048,185.37 132,289,597.07 36.10% 主要系报告期医药产品销售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63,100,445.92 72,144,828.81 264.68%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的理财产品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9,376,185.27 2,758,066.52 239.96% 主要系报告期对联营企业医健投资新增投资750万元。 

在建工程 63,643,383.12 99,634,388.89 -36.12% 
主要系报告期宿州亿帆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安庆鑫富β -氨基丙酸项目、重庆

鑫富泛解酸内脂节能技改项目完工交付使用，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所致。 

无形资产 916,460,018.34 231,227,675.36 296.35% 主要系报告期收购DHY公司、万和制药后，新增土地和非专利技术。 

开发支出 227,794,632.04 784,000.00 28955.44% 主要系报告期收购DHY公司后，新增开发支出。 

商誉 2,411,135,821.64 1,819,039,763.47 32.55% 
主要系报告期对新收购DHY公司、万和制药、新医圣制药的收购合并成本大于

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7,870,990.59 13,556,796.87 179.35% 主要系报告期纳入新收购公司DHY公司购买日前尚未摊销的房屋改造支出。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509,362.10 29,761,656.95 39.47%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使得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53,773,282.97 92,098,827.94 -41.61% 主要系上年度支付的技术转让费在报告期内达到资本化条件转入无形资产。 

短期借款 1,261,517,853.62 736,850,856.00 71.20% 主要系报告期短期银行借款增加。 

预收款项 51,704,151.55 102,748,120.53 -49.68% 主要系上年末客户备货预收款项较多，在本年度已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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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130,906,009.44 73,225,195.29 78.77%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收入增长，使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相关税费增加。 

应付利息 3,240,776.35 1,128,469.71 187.18% 主要系报告期银行借款增加，利息增加。 

其他应付款 564,207,014.69 152,604,955.98 269.72% 主要系报告期应付未付DHY公司股权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0,000,000.00 0.00  主要系报告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 240,000,000.00 30,000,000.00 700.00% 主要系报告期长期银行借款增加。 

专项应付款 3,005,000.00 0.00  主要系报告期DHY公司创新药物产业化及cGMP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政府拨款。 

预计负债 0.00 116,704.64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已结清原陇海制药厂职工身份置换费用。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2,555,009.99 30,599,330.71 561.96% 主要系报告期收购DHY公司，资产评估增值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股本 921,091,724.68 260,612,860.68 253.43% 主要系报告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相应的股本增加。 

资本公积 1,162,701,295.40 1,823,198,059.21 -36.23% 主要系报告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相应的资本公积减少。 

未分配利润 1,205,605,988.37 713,044,114.96 69.08%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635,615.51 0.00  主要系报告期新收购DHY公司确认的外币折算差额。 

少数股东权益 400,675,160.37 22,485,290.88 1681.94% 主要系报告期新增控股公司DHY公司少数股东应享有46.2%的权益。 

 

（二）利润表项目的变动说明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2,669,729,382.40 1,822,751,700.43 46.47% 
主要系上年收购公司，相应的医药产品销售增加；报告期泛酸钙价格提升，相

应的医药原料药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6,554,667.16 14,906,740.66 78.14%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税费相应增加。 

管理费用 214,173,731.00 129,285,848.32 65.66% 
主要系上年并购公司，薪酬支出、折旧摊销、ＧＭＰ改造等费用增加，到期药

品处理损失以及药品生产基地筹建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20,935,077.39 4,226,904.16 395.28% 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利息支出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8,181,181.18 19,946,730.19 41.28% 主要系本期计提项目改造后闲置资产的减值增加。 

投资收益 131,457.82 3,014,128.25 -95.64% 
主要系报告期内医健投资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损失增加，及理财收益较上年同

期减少。 

营业外收入 3,526,323.66 70,835,943.14 -95.02% 主要系报告期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3,358,101.55 2,500,633.33 34.29% 主要系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及对外捐赠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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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181,903,295.09 67,459,014.21 169.65%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增加相应所得税费用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36,593,797.71 293,519,409.97 82.81%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增加，利润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8,281,026.94 409,279.03 -2123.32% 
主要系报告期确认控股孙公司志鹰药业、欧芬迈迪、恩海百进、万和制药及

DHY公司的少数股东享有的损益。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的变动说明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2,714,258.75 288,820,786.86 63.67% 主要是报告期泛酸钙销售价格上涨以及合并范围增加，使得销售回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6,738,217.80 -395,473,042.87 111.58% 

主要是报告期、亿帆制药、安庆鑫富、亿帆生物、宿州亿帆、天联药业等筹建

投入增加，购买理财产品增加，以及收购DHY公司、万和制药、新医圣制药股

权，使得投资流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2,067,791.11 103,322,558.85 579.49% 主要是报告期银行借款增加，相应贷款利息支出增加以及2015年度分红。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0,439,878.86 -8,324,194.37 4189.76% 
主要是报告期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销售回款增加，同时增加银行融资及并购、筹

建、分红和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四）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说明 

1、本期公司收购万和制药、新医圣制药、DHY公司的股权，于本年6月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新设西藏恩海、泓品商贸、宁波亿帆、生物制药。 

2、2016年3月底，公司完成四川天意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全部手续，4月起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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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6年5月26日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保税区亿帆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收购DHY 

& CO., LTD53.80%股权的议案》，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亿帆以人民币100,068万元收购DHY & CO., LTD53.80%股权，截止2016年6月30日，DHY公司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工

作，DHY公司成为宁波亿帆控股子公司。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2016年6月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并经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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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通过，对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中的募集资金总额进行调整。2016年8月2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2150号），对公

司非公开发行予以受理。2016年9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62150号），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正积极准备回复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3、公司于2010年1月6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新发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发药业”）、姜红海、马吉锋等侵犯本公司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

2014年12月24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对该案作出了终审判决,且新发药业已根据该判决支付给公司赔偿金9,357,731.00元，后其

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6年1月6日，公司

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035号），裁定“驳回新发药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4、2016年6月27日，亿帆生物收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邮寄的（2016）皖民初（24）号《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文件资料，安徽信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业医药”）就

其于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康集团”）、赵宽的股权纠纷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亿帆生物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案件尚

未开庭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其他对本报告期或以后期间的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及投资者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有关上述重要事项的进展情况，具体披露查询内容如下。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6 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新发药业、姜红海、马吉锋等侵犯本公

司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2014 年 12 月 24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 62 号《民事判决

书》对该案作出了终审判决,且新发药业已根据该判决支付给公司赔偿金 9,357,731.00 元，后其不服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的（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 62 号民事判决，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

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6 年 1 月 6 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 2035 号），

裁定“驳回新发药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2016 年 01 月 08 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

报》上，公告编号为 2016-002。 

2016 年 6 月 27 日，亿帆生物收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邮寄的（2016）皖民初（24）号《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文件

资料，信业医药就其于天康集团、赵宽的股权纠纷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亿帆生物作为第三人参加诉

讼。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2016 年 06 月 28 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

报》上，公告编号为 2016-062。 

2016 年 4 月 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DHY & CO. LTD.53.80%股权的议案》，2016 年 04 月 07 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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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以现金 100,068 万元购买 DHY&Co.,Ltd.57,938,462 股普通股股份（占 DHY 公司总股份的 53.80%）。 报》上，公告编号为 2016-033、

2016-034。 

2016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及 2016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保税区亿帆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DHY & CO., LTD53.80%股权的议案》，同

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保税区亿帆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100,068 万元为最终交易价格受让与持有

DHY & CO., LTD53.80%股权。 

2016 年 05 月 11 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

报》上，公告编号为 2016-043、

2016-044。 

2016 年 05 月 27 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

报》上，公告编号为 2016-047。 

2016 年 7 月 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宁波保税区亿帆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DHY & CO., LTD53.80%股

权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公告》，至此，宁波亿帆医药收购 DHY 公司 53.8%股权事项所涉股权变更登记工作已全部

办理完毕。  

2016 年 07 月 01 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

报》上，公告编号为 2016-065。 

2016 年 6 月 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

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6

年-2018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 

2016 年 06 月 02 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

报》上，公告编号为 2016-051、

2016-052、2016-053、2016-054、

2016-054。 

2016 年 7 月 13 日 ，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次非公开发行事项。 2016 年 07 月 14 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

报》上，公告编号为 2016-069。 

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对董事会的授权，2016 年 8 月 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等。 

2016 年 08 月 02 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

报》上，公告编号为 2016-070、

2016-071、2016-072、2016-073。 

2016 年 8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2150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

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16 年 08 月 26 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

报》上，公告编号为 2016-085。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62150 号），中

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亿帆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
2016 年 10 月 01 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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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及时组织有关材料，在规定的期限

内报送中国证监会。 

报》上，公告编号为 2016-087。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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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程先锋 
股份限售承

诺 

交易完成后，作为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承诺取

得的亿帆鑫富股份在下述（1）、（2）孰长期限内不得

转让：（1）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2）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至其与股份公司签

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履行完毕之日。因按《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实施盈利预测补偿而转让上

市股份的情形不受上述（1）、（2）孰长期限限制。 

2014 年 09 月 30 日 2017-09-29 
严格履行承诺，未

发生违约情况。 

程先锋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交易完成后，作为鑫富药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承诺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

争的任何业务；对于现已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也不与股份公司进行同业竞争，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

诺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与上市公司之间尽量减少关联交易。 

2014 年 09 月 30 日 9999-12-31 
严格履行承诺，未

发生违约情况。 

程先锋;张颖霆;

张云祥;张艾忠;
其他承诺 

1. 敦促亿帆药业尽快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工业

园管理委员会达成补偿安排，提前做好搬迁准备工作，
2013 年 07 月 16 日 9999-12-31 

严格履行承诺，未

发生违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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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慈;曹仕美;

张洪文;李晓祥;

王忠胜;缪昌峰 

采取租用其他公司仓库等措施避免搬迁工作对亿帆药

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构成影响。2. 如因拆迁工作影响亿

帆药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导致亿帆药业产生额外支出

及（或）损失的，由承诺方按照交易完成前所持亿帆

药业的股权比例，以现金向亿帆药业进行补偿。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本公司 
募集资金使

用承诺 

公司在“使用 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时承诺：公司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前 12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

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规定，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

投资。公司保证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本次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

常进行。 

2015 年 07 月 03 日 2016-07-03 
严格履行承诺，未

发生违约情况。 

本公司 
募集资金使

用承诺 

公司在“使用 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时承诺：公司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前 12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

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规定，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

投资。公司保证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本次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

常进行。 

2016 年 07 月 04 日 2017-07-03 
严格履行承诺，未

发生违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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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程先锋 

股份增持承

诺 

自 2015 年 7 月 6 日起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增持本公司股份，合计增持市值不超过人民

币 5,000 万元，增持人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获得。 

2015 年 07 月 06 日 2016-01-06 
严格履行承诺，未

发生违约情况。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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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计划 

无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80.00% 至 10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64,903.23 至 72,114.7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6,057.3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6 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涨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原料药主导产品涨价。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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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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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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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01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此次调研的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互动易平台上的

《2016 年 1 月 2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1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此次调研的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8 日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互动易平台上的

《2016 年 1 月 28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4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此次调研的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2016年 4月 7日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互动易平台上的《2016

年 4 月 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7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此次调研的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互动易平台上的

《2016 年 7 月 1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8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此次调研的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1 日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互动易平台上的

《2016 年 8 月 2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0 月 25 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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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6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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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