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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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097,599.29 468,287,312.66 1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1,447,677.55 328,316,497.75 1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36,624,413.87 384,739,956.23 13.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604,426.89 52,125,566.50 -181.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28 2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8 17.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1.47%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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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91,751,173.83 27,353,457,083.87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579,047,104.84 23,353,020,520.01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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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0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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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4,2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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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81,120.5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4,559.5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198,137.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3,485.40  

合计 -45,176,736.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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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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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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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166,180,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 43,43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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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 24,220,98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9% 20,814,143    

深圳市金华盛世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9,842,719    

延边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国有法人 0.52% 6,07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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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 4,497,498    

应京 境内自然人 0.29% 3,356,809    

金明 境内自然人 0.25% 2,8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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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09,940,049 人民币普通股 309,940,04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3,436,782 人民币普通股 43,43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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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24,220,987 人民币普通股 24,220,98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814,143 人民币普通股 20,814,143 

深圳市金华盛世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9,842,719 人民币普通股 9,84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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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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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7,498 人民币普通股 4,497,498 

应京 3,356,809 人民币普通股 3,356,809 

金明 2,8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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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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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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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12,236 股,实际合计持有 43,436,782 股。 

2、深圳市金华盛世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7,842,719 股，实际合计持有

9,842,719 股。 

3、公司股东应京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35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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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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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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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41,818,189.90      25,567,035.95  63.56%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15,432,335.67      11,362,580.40  35.82% 主要系本期计提定期存款利息所致。 

使用权资产       54,017,736.82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8,034,341.23      48,303,099.84  61.55% 主要系本期预付购置非流动资产款项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8,096,092.30       3,713,284.00  118.03%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增加应付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应付利息       1,002,506.51      11,634,375.97  -91.38% 主要系本期支付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2,705,314.16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增加一年内到期应付

租赁费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358,658.15       2,268,344.44  48.07% 主要系本期待转销项税额同比增加所致。 

租赁负债     29,668,957.97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增加应付租赁费所致。 

库存股     400,032,878.38    300,032,515.31  33.33% 主要系本期回购本公司股份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238,337,857.58     174,650,636.56  36.47% 主要系本期产品销售收入增加导致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其他收益      10,114,260.81      14,918,646.26  -32.20% 主要系本期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16,237.93         -18,638.13  -5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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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596.98       2,083,014.34  -77.46% 
主要系上年同期捐赠物资及现金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622,016.98      -1,170,032.12  -1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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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06,768.57     -33,659,412.22  -105.91% 
主要系本期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本公司按比例调减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2,604,426.89      52,125,566.50  -181.73%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货款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0,677,203.80     -51,419,501.95  -154.14% 主要系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0,322,998.21      -4,967,239.14  -1919.69% 主要系本期回购本公司股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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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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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4月10日召开公司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同意以集中竞

价交易或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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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 24,220,987股，占公司 2021年 3月31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1,163,041,725股的2.0826%；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18.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5.05元/

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400,032,878.38元（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1年4月10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届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24,220,987股，占公司2021年3月31日股权

登记日总股本1,163,041,725股的2.0826%；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18.00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15.05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400,032,878.38元（含交易费用）。至此公司回购股

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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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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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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39 辽宁成大 660,628,628.58 
公允价

值计量 
505,928,741.12 -94,635,489.61  152,689,838.20 5,108,861.86 -94,422,909.07 559,128,789.24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0881 亚泰集团 335,401,838.00 
公允价

值计量 
313,467,412.00 -15,240,251.60   58,988,763.93 -13,018,774.97 240,034,56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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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21,791.62 3,904,197.84    3,904,197.84 109,425,9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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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03,853.81 3,438,666.62    3,438,666.62 85,542,520.43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02186.HK 绿叶制药 87,510,954.37 
公允价

值计量 
46,556,183.49 14,973,500.32  12,991,511.22 5,908,567.85 16,974,630.48 70,636,357.99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0713 南京医药 67,999,558.82 
公允价

值计量 
48,971,004.00 -1,428,830.60  475,577.00  -1,428,925.72 48,017,750.4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0000 浦发银行 51,374,975.20 
公允价

值计量 
43,653,896.00 5,772,707.00   3,293,043.48 5,923,813.30 46,264,6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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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7,807.53 614,694.38    614,694.38 16,702,501.91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270006 
广发策略优

选混合 
1,50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10,410,654.50 -291,957.80    -291,957.80 10,118,696.7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3838 四通股份 13,790,587.00 
公允价

值计量 
11,050,736.00 -1,694,024.00    -1,696,582.79 9,356,712.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117,576,519.36 -- 81,368,363.06 5,304,623.20 -12,952,751.12 17,721,732.35 19,254,936.76 7,115,629.20 86,934,428.96 -- -- 

合计 1,666,610,261.33 -- 1,265,120,443.13 -79,282,164.25 -12,952,751.12 183,878,658.77 92,554,173.88 -72,887,518.53 1,282,162,918.49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20 年 07 月 18 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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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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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4 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 241,300.00 万

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2,446.13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38,853.87万元。截

至2018年3月19日，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到位。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2018年3月2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使用募集资金

共99,600.00万元分别向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

司、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以满足募

投项目资金需要，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2018年度，

经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4,647,879.42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52,291.99万元：2018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73,823.40万元，2019年度使用募集资金11,808.04万元，2020年度使用募集资金63,702.70

万元,2021年第一季度使用募集资金2,957.85万元。2021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

续费等的净额为105.96万元。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的部分将于到

期后收回相应的本金及利息并划转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为人

民币92,964.58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相关手续费的净额6,402.70万元）。 

募集资金项目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截至报告期末，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含直接口服饮片）智能工厂

建设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9,079.44万元，该项目已按预计进度建设完成；吉林敖东洮南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12,178.56万元,小容量注射剂新线、胶

囊剂和片剂生产线、无菌粉针剂生产线改造完成，均已投入生产，立体仓库建设完成投入使

用,污水处理系统试运行,注射剂车间已进行初步设计,完成部分设备采购合同的签订；吉林敖

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扩建升级项目二期工程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16,980.12万元，提取车

间、智能口服液车间建筑工程已基本完工，现进行设备的安装、主管线（蒸汽、循环水、消

防等）、通风管道安装等施工阶段；吉林敖东延吉药业科技园建设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525.17

万元，已完成部分配套设施改造，经2019年度股东大会及 “敖东转债” 2020年第一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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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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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 

六、对 2021 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

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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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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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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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3 月 05 日 
吉林省敦化市敖

东大街 2158 号 
实地调研 机构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

经理朱张元 

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等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001 

 

 

 

 

                                               法定代表人：李秀林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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