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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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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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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66,283,094.95 822,875,211.35 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9,368,699.06 136,589,313.69 4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9,885,352.18 136,193,784.44 3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0,319,968.41 1,906,429.88 5,162.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0% 4.67%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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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8,137,598.02 6,983,504,418.98 -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25,802,018.42 3,524,578,525.42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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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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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96.24 
主要为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处置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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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9,627.10 主要为报告期内政府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10,532.80 报告期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01,783.64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8,086.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913.59  

合计 19,483,346.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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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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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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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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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000,000 

过鑫富 境内自然人 3.36% 36,95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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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16,558,671    

林关羽 境内自然人 1.39% 15,349,47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8% 8,54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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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 7,876,99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0.71% 7,790,78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8% 6,347,9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7% 6,305,819    

姜维平 境内自然人 0.55% 6,08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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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52,890 人民币普通股 36,95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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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58,671 人民币普通股 16,558,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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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关羽 15,349,470 人民币普通股 15,349,47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医疗保

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49,194 人民币普通股 8,54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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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6,992 人民币普通股 7,876,99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7,790,781 人民币普通股 7,790,78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

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347,950 人民币普通股 6,347,9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305,819 人民币普通股 6,305,819 

姜维平 6,08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086,60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聚富产品 6,002,612 人民币普通股 6,002,6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东过鑫富先生是前 10 名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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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维平先生所持有的股份 6,086,600 股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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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流动资产 115,149,721.39 248,581,814.17 -53.68% 主要系报告期内赎回银行理财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3,946,275.99 9,843,145.71 41.69% 

主要系报告期根据项目进度对安徽医

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徽医健”）出资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1,115,018.50 16,441,193.12 150.07%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固定资产款项增

加所致 

预收账款 53,543,541.25 138,913,651.30 -61.46% 
主要系报告期内医药产品 2016 年末

订单已发货，使预收款相应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4,411,584.31 3,245,689.77 35.92% 
主要系报告期贷款增加导致利息增加

所致 

其他应付款 121,954,148.33 434,300,651.10 -71.9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 DHY&CO.LTD.

（以下简称“DHY公司”）剩余股权款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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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16,238,579.63 6,300,346.75 157.74% 
主要系报告期贷款增加导致利息支出

增加较多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081,160.10 2,689,934.83 126.07% 
主要系报告期应收款项增加，资产减

值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186,336.92 325,709.78 -157.21% 主要系报告期理财产品收益减少，及

联营企业安徽医健权益法核算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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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0,153,889.41 1,178,344.52 1610.36%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462,074.91 1,251,143.93 -63.07%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减少

所致 

所得税费用 74,111,177.84 34,306,164.10 116.03%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9,368,699.06 136,589,313.69 45.96%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收入增加，利润增

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7,405,359.16 84,151.19 -8900.06% 
主要系 2016 年 6 月收购 DHY 公司使

得少数股东权益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综合收益总额 
199,268,034.16 136,589,313.69 45.89%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收入增加，利润增

加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

合收益总额 
-7,491,803.74 84,151.19 -9002.79% 

主要系 2016 年 6 月收购 DHY 公司

53.8%股权使得少数股东权益增加所

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的变动说明 

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流量  
100,319,968.41 1,906,429.88 5162.19%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收入增加，销售回

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296,490,720.62 -124,114,751.92 138.88%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收购 DHY 公司剩

余股权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124,950,781.09 86,942,302.09 43.72% 主要系报告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71,905,227.59 -35,252,793.46 103.97%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融资，支付收购

DHY 公司剩余股权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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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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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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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议案，并经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年1月18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核准批复文件。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获得中国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尚未收

到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批复文件。 

2017 年 01 月 19 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

上的 2017-003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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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会继续跟进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的（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 62 号民事判决非

现金部分的执行情况。 

2016 年 01 月 08 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

上的 2016-002 号公告。 

2016 年 6 月 27 日，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安徽省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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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于安徽天康（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赵宽的股权纠纷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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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

上的 2016-062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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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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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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帆医药股份在下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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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同业竞争、关

联交易、资金占用

的承诺 

交易完成后，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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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祥慈、曹仕美、

张洪文、李晓祥、

王忠胜、;缪昌峰 

其他承诺 

1. 敦促合肥亿帆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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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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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07 月 16 日 9999-12-31 
严格履行承诺，未

发生违约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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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07 月 04 日 2017-7-3 严格履行承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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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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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违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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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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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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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5.00% 至 45.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41,890.64 至 52,818.63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6,426.6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因公司维生素 B5 等系列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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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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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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5 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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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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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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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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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