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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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松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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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6,773,473,643.98 26,551,501,975.89 26,644,422,548.90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9,127,322,766.11 9,064,945,720.34 9,065,679,993.86 0.6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

期比上

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 

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

报告期

末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472,558,494.77 2,774,035,638.80 2,774,035,638.80 -10.87% 7,494,042,142.11 7,853,687,808.78 7,853,687,808.78 -4 .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210,826,954.15 178,357,401.49 175,995,115.60 19.79% 506,935,015.99 491,999,887.12 487,923,504.20 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41,203,896.78 187,429,239.62 187,429,239.62 -24.66% 415,710,475.07 482,978,163.07 482,978,163.07 -13.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579,224,802.35 548,079,150.10 548,079,150.10 5.68% 1,284,985,428.35 830,753,981.16 830,747,213.16 54 .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 0.09 22.22% 0.26 0.24 0.24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 0.09 22.22% 0.26 0.24 0.24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1.84% 1.82% 0.48% 5.53% 5.08% 5.03% 0.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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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23,5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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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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17,2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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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7,404.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79,447.3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404,667.05  

减：所得税影响额 8,425,052.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863,791.48  

合计 91,224,540.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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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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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汇邦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67% 290,449,804 0 质押 175,349,800 

张松山 境内自然人 5.91% 117,095,583 87,821,687 质押 86,170,000 

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其他 4.08% 80,790,000 0 质押 0 

董晓明 境内自然人 3.96% 78,387,988 0 质押 0 

李生学 境内自然人 3.90% 77,194,589 0 质押 19,000,000 

张一卓 境内自然人 3.78% 74,861,821 0 质押 42,930,000 

于俊田 境内自然人 2.94% 58,208,315 43,656,236 质押 49,5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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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东 境内自然人 1.95% 38,668,972 0 质押 0 

王加荣 境内自然人 1.37% 27,180,308 20,385,231 质押 20,880,000 

王榕 境内自然人 1.07% 21,207,776 15,905,832 质押 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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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 290,449,804 人民币普通股 290,449,80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80,7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790,000 

董晓明 78,387,988 人民币普通股 78,387,988 

李生学 77,194,589 人民币普通股 77,194,589 

张一卓 74,861,821 人民币普通股 74,861,821 

肖建东 38,668,972 人民币普通股 38,668,972 

张松山 29,273,896 人民币普通股 29,273,89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672,346 人民币普通股 18,672,346 

杨维虎 18,601,318 人民币普通股 18,6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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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84,565 人民币普通股 16,984,5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张松山先生为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张一卓先生为张松山先生之子，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是否存在一致行动。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 

1、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7,049,804 股，通过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63,4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90,449,804 股； 

2、李生学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8,514,489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8,680,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 77,194,589 股； 

3、肖建东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972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38,66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8,668,972 股； 

4、杨维虎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043,10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4,558,218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8,6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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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12日，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80,000,000股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了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购回期限为2019年12月11日。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290,449,8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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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科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波动金额 波动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33,171,592.00 - 1,333,171,592.00 100.00% 

主要是本期首次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项目调整所致。 

应收票据 118,470,080.11 293,876,549.65 -175,406,469.54 -59.69% 

主要是本期首次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项目调整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56,077,669.30 - 156,077,669.30 100.00% 

主要是本期首次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项目调整所致。 

预付款项 336,442,217.07 198,159,157.13 138,283,059.94 69.78% 
主要系预付货款增加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47,622,432.70 1,426,058,174.32 -1,178,435,741.62 -82.64% 

主要是本期首次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项目调整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208,011,884.89 -208,011,884.89 -100.00% 

主要是本期首次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项目调整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99,252,857.12 - 199,252,857.12 100.00% 

主要是本期首次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项目调整所致。 

开发支出 8,348,661.95 17,250,190.71 -8,901,528.76 -51.60% 

主要系研究开发项目

达到预定用途形成无

形资产所致。 

预收款项 345,400,640.13 172,386,932.40 173,013,707.73 100.36% 
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

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3,791,804.78 - 3,791,804.78 100.00% 

主要是本期首次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项目调整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 11,782,824.16 -11,782,824.16 -100.00% 

主要是本期首次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项目调整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10,340,779.76 223,696,249.13 -113,355,469.37 -50.67% 

主要原因系本期发放

上年度工资薪金及奖

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582,250,702.45 2,229,774,124.22 -1,647,523,421.77 -73.89% 

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

到期债券及中期票据

等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247,687,500.00 400,000,000.00 847,687,500.00 211.92% 

主要系本期短期融资

券等其他借款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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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科目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波动金额 波动比例 变动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4,279,253.65 -26,601,517.87 40,880,771.52 153.68% 

主要系本期持有的远

期结汇等公允价值变

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6,844,997.84 - -16,844,997.84 -100% 

主要是本期首次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项目调整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4,964.20 -15,587,437.09 15,742,401.29 100.99% 

主要是本期首次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项目调整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5,953,657.04 -678,712.05 16,632,369.09 2450.58% 
主要系本期处置土地

等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25,384,500.37 15,492,042.00 9,892,458.37 63.86% 

主要系本期与日常活

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 

科目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波动金额 波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84,985,428.35 830,747,213.16 454,238,215.19 54.68% 

主要原因系农化事业

部本期销售结构优化，

贸易产品销售减少，相

应采购及应付支出减

少,同时自产产品比重

提升，自产销售产品账

期缩短，销售回款增加

共同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22,596,994.94 -627,493,534.44 -195,103,460.50 -31.09% 

主要原因系本期长期

资产投入增加以及上

年同期处置资产、汉江

药业新区建设专项补

偿金收到现金等影响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57,537,408.23 -2,221,522,836.79 1,463,985,428.56 65.90% 

主要原因系本期颖泰

生物发行股份取得投

资1.10亿、本期借款现

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

加、上年同期收购少数

股东股权以及回购股

份等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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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全资子公司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辽

市华邦药业有限公司分别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

准签发的化学药品利奈唑胺片和门冬氨酸钾注射液的

《药品注册批件》。 

2019 年 07 月 15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

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

册批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2019 年 08 月 22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

m.cn）披露的《公司章程》及《<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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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修订情况对照表》。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发行 2019 年度第二期超短

期融资券，发行价格为 100 元/百元面值，发行总额为

人民币 2 亿元。 

2019 年 08 月 22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

m.cn）披露的《关于 2019 年度第二期超

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49）。 

全资子公司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有 3 个独家产品新

入选国家医保目录、7 个产品限制取消或限制变化。 
2019 年 08 月 23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

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产品新纳入

国家医保目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

050）。 

公司完成了 2016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16 华邦健康

MTN001"的兑付，兑付本息合计 310,740,000.00 元。 
2019 年 08 月 23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

m.cn）披露的《2016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

兑付完成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 

公司完成了 2016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16 华邦健康

MTN002"的兑付，兑付本息合计 414,000,000.00 元。 
2019 年 09 月 03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

m.cn）披露的《2016 年第二期中期票据

兑付完成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 

公司向成都市方物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出售公司

持有丽江解脱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54%的股权，并已

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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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

期内

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1,428,596,717.82 18,071,058.43 -9,501,106.65   24,921,676.05 1,532,424,449.12 自有资金 

合计 1,428,596,717.82 18,071,058.43 -9,501,106.65 0.00 0.00 24,921,676.05 1,532,424,449.12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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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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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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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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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86.9 129,336.9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26,300 26,3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41.21 241.21 0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000 2,000 0 

合计 159,828.11 157,878.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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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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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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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7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w

ww.cninfo.com.cn）披露的《华邦生命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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