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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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春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秦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梁世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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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346,087,535.59 8,878,190,969.11 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460,641,448.15 4,130,820,879.57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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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576,753.73 47.01% 1,277,705,680.04 7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2,504,265.56 8.08% 329,330,147.66 10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8,162,844.37 2.12% 316,138,574.61 12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08,430,992.71 -66.83% -266,694,327.76 -85.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0% 0.26 1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0% 0.26 1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 -0.03% 7.67%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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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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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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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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4,243.1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为支

持企业发展资金、项目资金递延

收益的摊销、财政贴息、科技项

目补贴等。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192,837.0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55,865.01  

合计 13,191,573.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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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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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化市康平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27% 502,950,032 0 质押 502,950,000 

仲桂兰 境内自然人 4.97% 63,694,266 63,694,266 质押 63,69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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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富德昊邦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7% 63,694,266 63,694,266 质押 63,210,000 

上海红樱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7% 63,694,266 63,694,266 质押 63,210,000 

仲维光 境内自然人 4.83% 61,922,552 0 质押 60,000,000 

郭华 境内自然人 2.49% 31,847,132 31,847,132 质押 31,800,000 

佛山市科技孵化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 31,847,132 31,847,132 质押 9,554,000 

吉林紫鑫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0.35% 4,545,692 0   

姜淑丽 境内自然人 0.35% 4,518,074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5% 4,448,2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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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02,950,032 人民币普通股 502,950,032 

仲维光 61,922,552 人民币普通股 61,922,552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4,545,692 人民币普通股 4,545,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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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淑丽 4,518,074 人民币普通股 4,518,07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4,448,222 人民币普通股 4,448,222 

叶树平 2,258,7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8,700 

孙谱 2,0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4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9,800 

郝洛 1,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0,000 

林建国 1,4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郭春生先生通过其亲属持有康平公司 77.26%的股份，康平公司持有本公司 39.27%的股

份，而持有本公司 4.83%股份的自然人股东仲维光为郭春生先生的亲属,所以康平公司

与仲维光先生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叶树平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 2,258,7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0 股，合计持有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份 2,258,700 股。2.郝洛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660,0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0 

股，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1,660,000 股。3.林建国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53,0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276,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1,4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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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报表增减变动说明 

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 

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减少842,042,582.47元，减少幅度97.15%，主要原因是本期以银行存款偿还借

款及支付原材料采购款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346,416,883.20元，增加幅度46.37%，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客

户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所致，本期销售较上期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期末较期初增加630,837,003.10元，增加幅度988.37%，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原材料采购

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减少60,887,995.82元，减少幅度49.64%，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业务员归还

备用金、核销市场开发费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较期初减少476,515.62元，减少幅度62.94%，主要原因是本期摊销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371,429,498.81元，增加幅度138.35%，主要原因是本期开具

商业承兑汇票购买材料款所致； 

预收款项期末较期初减少35,358,431.96元，减少幅度59.95%，主要原因是前期预收的销售货款本

期实现收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增加6,845,199.06元，增加幅度460.50%，主要原因是9月份工资及部分社

会保险将在10月份发放缴纳所致； 

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增加42,091,073.02元，增加幅度154.90%，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提销售费用增

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206,529,346.96元，增加幅度262.66%，主要原因是本期长期借款即

将到期所致； 

长期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减少38,562,427.38元，减少幅度33.89%，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售后融资租

赁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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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收益期末较上期增加67,131,060.92元，增加幅度34.65%，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2.利润表主要项目 

营业收入本期较上期增加527,226,301.68元，增加幅度70.25%，主要原因是中成药OTC产品、林下

参及人参系列产品等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本期较上期增加234,591,515.10元，增加幅度128.70%，主要原因是本期随着销售收入的

攀升，相应的营业成本较上期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期增加4,306,948.79元，增加幅度30.71%，主要原因是销售收入增加，引起缴

纳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等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46,903,121.82元，增加幅度58.24%，主要原因是随着中成药及人参产业

的逐步拓展，本期投入的广告费、市场推广费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5,242,568.70元，增加幅度75.75%，主要原因是本期研发经费及研发人员

薪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51,305,840.08元，增加幅度36.91%，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的借款利息及

融资费用较上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期增加1,437,079.29元，增加幅度76.091%，主要原因是本期的捐赠支出较上

期增加所致； 

3.主要现金流量表项目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124,856,999.72元，增加幅度339.07%，主要原因

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款及业务员归还备用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1,248,618,164.83元，减少幅度55.56%，主要原因

是本期支付原材料采购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较上期增加58,723,044.18元，增加幅度50.63%，主要原因是本期缴纳上年末

计提的增值税、所得税费用等，以及本期收入增加导致本期缴纳相关税费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77,873,045.92元，减少幅度38.61%，主要原因

是本期相较上期减少支付业务员备用金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10,000,000.00元，减少幅度100%，主要原因是本期对外投资支

出较上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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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84,827,178.62元，减少幅

度39.20%，主要原因是本期固定资产投入减少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104,650,000.00元，减少幅度99.48%，主要原因

是本期融资租赁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948,000,000.00元，增加幅度53.74%，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

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45,685,862.95元，增加幅度36.68%，主

要原因是本期偿还融资利息较上期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39,357,055.91元，减少幅度38.47%，主要原因

是本期偿还融资租赁款减少所致； 

母公司报表增减变动说明 

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 

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减少710,842,705.55元，减少幅度98.65%，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材料采购款、

及支付子公司款项所致； 

预付款项期末较期初增加577,021,983.95元，增加幅度6451.05%，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原材料采购

款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357,472,316.94元，增加幅度603.50%，主要原因是本期开具

商业承兑汇票支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增加3,559,358.32元，增加幅度879.27%，是主要原因是9月份工资及部分

社会保险将在10月份发放缴纳所致； 

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减少9,018,000.17元，减少幅度43%，主要原因是本期缴纳上期申报、计提的

税费所致； 

长期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减少16,250,000.01元，减少幅度37.50%，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售后融资租

赁款所致。 

2.利润表主要项目 

营业收入本期较上期增加117,794,838.69元，增加幅度38.32%，主要原因是本期人参产品销售收入较上

期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本期较上期增加111,404,952.06元，增加幅度125.88%，主要原因是OTC产品的销量较上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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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导致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期减少11,912,056.31元，减少幅度-284.52%，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其他应收款

项冲回坏账准备所致； 

其他收益本期较上期减少7,860,235.68元，减少幅度42.34%，主要原因是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

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期减少6,883,833.32元，减少幅度52.34%，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减少

所致。 

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119,064,258.26元，增加幅度34.85%，主要原因是本期

收回上期销售款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较上期增加5,390,000.00元，增加幅度100%，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财政税费返还

增加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372,413,230.74元，减少幅度39.88%，主要原因是本

期收到子公司往来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722,958,829.51元，减少幅度44.31%，主要原因是本期

支付原材料采购款减少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15,547,619.79元，增加幅度55.41%，主要原因是人

员工资较上年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 104,116,317.83 元，减少幅度

为71.57%，主要是本期较上期支付工程款、购置房屋土地款减少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39,310,420.00元，减少幅度37.87%，主要原因是本期对子公司支付

投资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658,000,000.00元，增加幅度48.81%，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借款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26,163,948.48元，增加幅度30.15%，主要原

因是本期偿还借款利息较上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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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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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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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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4.96% 至 13.03%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39,000 至 42,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7,157.7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8 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保持稳定中性，在金融强监管的形势下，

金融去杠杆造成融资紧缩，整体资金面趋紧，国内各行业受到一定影响。

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公司作为人参产业龙头，近年来逐步

开展的人参深加工产品出口业务受到一定影响，同时随着医药改革的持续

深入，药品招标采购、放开中药配方颗粒的试点生产限制、医保控费、环

保等政策深刻地影响着国内医药企业的未来发展，将有可能对公司造成一

定的影响。 

   2018 年度业绩预计增长主要原因系 OTC 药品销售收入增加较大，人参

产品大幅度增加。2018 年度公司人参产品销售尚存在不确定因素，如公司

人参产品预计销售收入未能实现，将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另近年来国际经济贸易影响导致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同时受行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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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对公司药品销售具有一定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业绩预计如与公司实际业绩变动区间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变动范

围时，公司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业绩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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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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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7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林下参情况 

2018 年 08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人参深加工系列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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