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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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秀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淑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强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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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8,287,312.66 822,313,750.58 -4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8,316,497.75 644,704,659.65 -4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84,739,956.23 512,113,548.03 -24.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125,566.50 -18,114,196.77 387.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55 -4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52 -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 3.01%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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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37,746,539.41 25,800,904,916.27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544,197,338.22 22,249,498,565.07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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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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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8,6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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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35,684.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5,266.2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805,980.0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3,321.29  

合计 -56,423,458.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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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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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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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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65% 309,940,049 18,275,382 质押 192,299,99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3% 43,421,48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 34,767,686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1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21% 25,752,66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0% 17,459,520    

深圳市金华盛世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12,252,81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6% 11,158,532    

肖阿军 境内自然人 0.78% 9,10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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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 8,398,048    

延边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国有法人 0.52% 6,07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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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91,664,667 人民币普通股 291,664,66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3,421,482 人民币普通股 43,421,48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767,686 人民币普通股 34,767,686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

划 
25,752,666 人民币普通股 25,752,66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459,520 人民币普通股 17,459,520 

深圳市金华盛世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12,252,819 人民币普通股 12,252,81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158,532 人民币普通股 11,158,532 

肖阿军 9,108,291 人民币普通股 9,10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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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8,048 人民币普通股 8,398,048 

延边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6,079,910 人民币普通股 6,079,9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以上股东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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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45,246 股外，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

账户持有 42,376,236 股，实际合计持有 43,421,482 股； 

公司股东肖阿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494,928 股外，还通过

肖阿军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6,613,363 股，实际合计持有 9,10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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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293,980,078.29 431,644,484.41 -31.89% 主要系本期部分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收款所致。 

预付款项 38,106,054.10 25,262,583.75 50.84%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44,175,501.83 110,258,204.18 30.76% 主要系本期应收被投资单位分红款所致。 

应收利息 31,260,097.15 22,913,732.65 36.43% 主要系本期计提定期存款利息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4,022,072.69 38,870,153.81 64.71% 主要系本期预付购置非流动资产款项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962,295.32 46,346,152.81 -97.92%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部分报表项目金额转入“合同

负债”报表项目所致。 

合同负债 65,111,430.53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由其他报表项目转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3,173,992.69 93,988,237.00 -54.06%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计提的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50,465,279.35 33,015,359.74 52.85% 主要系本期计提税费所致。 

应付利息 751,922.76 7,735,651.53 -90.28% 主要系本期支付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68,287,312.66    822,313,750.58  -43.05% 主要系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品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10,691,360.95     17,114,539.78  -37.53% 
主要系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品销售收入减少导致

产品销售税金下降。 

 销售费用    180,577,144.60    415,240,426.44  -56.51% 
主要系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品销售收入减少及销

售费用比例下降所致。 

 研发费用      9,768,831.18     46,471,477.59  -78.98%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支付的研发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5,214,830.87      8,129,709.69  87.15%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0,269,253.54    149,377,099.39  -160.43% 
主要系本期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减

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8,638.13        203,192.17  -109.17% 主要系本期公司处置非流动资产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083,014.34         40,538.58  5038.35% 主要系本期捐赠物资及现金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致。 

 所得税费用  -6,855,367.95 49,349,810.22 -113.89% 
主要系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提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328,316,497.75 644,704,659.65 -49.07% 

主要系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品销售收入减少，以及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和对广发证券的投资收益

同比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170,032.12       -717,489.20  -63.07% 主要系本期部分非全资子公司亏损所致。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33,659,412.22    149,896,396.71  -122.46% 
主要系本期广发证券的其他综合收益同比减少，本公司按

权益法调整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2,125,566.50      -18,114,196.77  387.76%  主要系本期公司支付的经营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419,501.95       62,458,538.60  -182.33%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67,239.14 -7,338,155.19 32.31% 主要系本期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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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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25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已经2020年4月10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20年4月24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该事项尚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0 年 3月 2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

案》，决定以自有资金不少于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不超过

人民币 60,000 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法律法规允许

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

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00 元/股

（含）。根据最高回购规模、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

数量为 3,000 万股，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163,032,942 股的 2.58%。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2020 年 03 月 26 日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站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3）、《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

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4） 

2020 年 04 月 11 日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站上的《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5）。 

2020 年 4月 24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将 “吉林敖东延吉药业科技园建设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

资金 50,974.83 万元及利息的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尚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0 年 04 月 25 日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站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9）、《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0）、《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其

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3）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5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6月30日、2016年7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2016年12月30日股东名册及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9,809,743股于2016年12月

30日正式过户至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 

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894,438,433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送红股3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于2017年6月19日实施完毕，据此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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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持股计划所持股份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增加为25,752,666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份额对应股票情况如下表： 

序号 
持有人 持有份额对应股票总

数（万股） 

占持股计划持股总

数的比例 姓  名 职  务 

1 李秀林 董事长 182.00 7.07% 

2 郭淑芹 副董事长、总经理 104.00 4.04% 

3 杨  凯 董事、副总经理 19.50 0.76% 

4 陈永丰 监事长 19.50 0.76% 

5 赵大龙 监  事 4.55 0.18% 

6 张明晶 监  事 1.30 0.05% 

7 张淑媛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9.50 0.76% 

8 王振宇 董事会秘书 7.80 0.30% 

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参与认购的员工 － 2,217.12 86.08% 

合计 － － 2,575.27 100.00% 

根据《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

期最长为【36】个月，存续期最短为【24】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之日

起算。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之后，经出席持有人会议（或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代表

大会）的代表2/3以上份额同意后，将相关议案报送至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持股

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存续期的延长期限为不少于6个月。 

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购买公司回购股份的方式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过户

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2018年1月4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所持

股份锁定期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1

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25,752,666股股份12个月锁定期已满。 

员工持股计划减持标的股票的约束条件：自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算

36个月内，解锁期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减持时减持价格不低于32元/股，期间公司如有送股、

转增股本或现金分红，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减持股份价格下限。36个月后本

集合计划可自由卖出所持股票。 

2019年6月13日，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召开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议案》。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将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

的存续期延长18个月，即延长至2020年12月8日。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延

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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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 2020 年回购部分公众股事项现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

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在证券公司和银行办理完毕相关业务，前期准备工作均已完成。

因披露 2019 年度报告、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根据有关规定，公司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尚未

开展回购股份工作。后续，公司董事会及公司管理层根据有关规定择机回购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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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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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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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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量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科目 资金来源 

境内外股票 600881 亚泰集团 523,840,356.80 公允价值计量 403,619,828.48 -13,926,925.12   997,801.20 -13,830,199.39 388,777,903.36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0833 第一医药 184,856,871.30 公允价值计量 102,051,393.54 -4,229,547.66    -4,229,547.66 97,821,845.88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06837.HK 海通证券 143,079,005.99 公允价值计量 116,135,483.48 -24,944,100.87    -24,944,100.87 91,191,382.61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02186.HK 绿叶制药 80,301,160.24 公允价值计量 72,836,158.45 -26,645,231.88  6,731,436.31  -26,649,735.76 52,922,362.88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0713 南京医药 67,094,481.82 公允价值计量 43,733,289.60 -2,828,219.89  10,318,872.00 3,330,800.11 -2,480,505.16 48,198,862.4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0000 浦发银行 55,026,418.39 公允价值计量 52,073,989.00 -9,491,886.39  3,191,352.39  -9,492,524.66 45,773,455.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1318 中国平安 14,766,391.69 公允价值计量 8,742,558.00 -2,479,772.69  24,302,196.00 18,365,763.58 -2,237,522.55 12,450,6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基金 270008 
广发核心精

选混合 
2,891,322.71 公允价值计量 10,360,574.49 3,304.81    3,304.81 10,363,879.3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3838 四通股份 10,440,587.00 公允价值计量 8,784,754.00 -732,062.00   8,148.84 -734,109.16 8,042,496.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002152 广电运通 7,868,832.00 公允价值计量  -1,226,321.00  7,868,832.00  -1,227,894.77 6,642,511.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98,027,027.66 -- 63,650,791.28 -3,875,821.26 -12,985,981.57 338,156.64 219,094.87 -3,837,880.39 59,922,621.35 -- -- 

合计 1,188,192,455.60 -- 881,988,820.32 -90,376,583.95 -12,985,981.57 52,750,845.34 22,921,608.60 -89,660,715.56 822,107,919.78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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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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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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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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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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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李秀林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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