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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5                                                 证券简称：*ST金泰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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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变

动幅度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21,148,861.55 4.16 42,961,323.11 1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96,523.85 67.02 -1,500,185.6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29,997.70 35.14 1,067,639.17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6,740,035.46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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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5 67.02 -0.010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5 67.02 -0.010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5 
增加 4.74

个百分点 
-11.87 

增加 6.91个百

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6,332,106.64 136,173,574.10 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1,654,110.67 13,633,196.67 -14.52 

注:“本报告期”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 3个月期间，下同。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68.99 -5,525.0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6,9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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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04,661.58 195,543.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74,431.60 -2,827,710.3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401.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582.75  21,514.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380,944.92 -2,567,824.84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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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 

主要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报告期） 67.02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原料药销售增长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1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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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本报告期） 67.02 同上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本报告期） 67.02 同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年初至报告期末）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年初至报告期末原料药销售增长

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不适用 同上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年初至报告期末） 不适用 同上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年初至报告期末） 不适用 同上 

 

二、 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743,813 17.38  无  

杭州纯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纯阳

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436,335 10.42  冻结 15,436,335 

北京盈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550,060 7.80  无  

北京中潞福银投资有限公司－中潞

壹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7,380,000 4.98  无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800,001 3.24 4,800,001 无  

陆健 境内自然人 4,668,600 3.15  无  

吴少群 境内自然人 2,725,705 1.84  无  

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33,333 1.71 533,333 无  

张娟 境内自然人 2,300,002 1.55  无  

孙伟 境内自然人 2,120,000 1.43  无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5,743,813 人民币普通股 25,743,813 

杭州纯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纯阳五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436,335 人民币普通股 15,43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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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盈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1,550,060 人民币普通股 11,550,060 

北京中潞福银投资有限公司－中潞壹号

证券投资基金 
7,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380,000 

陆健 4,668,600 人民币普通股 4,668,600 

吴少群 2,725,705 人民币普通股 2,725,705 

张娟 2,300,002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2 

孙伟 2,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0,000 

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方敏                                                                                                                               1,705,290 人民币普通股 1,705,2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北京新恒基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间未获知存

在关联关系。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就上年年度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说明 

（1）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情况：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为公司出具了带

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主要内容为：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2所述，2019年，山东金泰完成对

济南金达药化有限公司的全资收购，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得到较大改善，由于山东金泰本部经营

困难，不能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职工的薪酬和社保费未按时发放和缴纳，截止 2020年 12月 31

日，山东金泰拖欠职工的薪酬以及欠缴社保费、税款及滞纳金合计 9,230.76万元。山东金泰已经

在财务报表附注十四、2披露了公司管理层针对这些事项和情况的应对计划。我们认为，上述事

项的未来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这些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2）公司就上年年度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说明。 

由于公司本部经营困难，不能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职工的薪酬和社保费未按时发放和缴纳，

截止 2020年 12月 31 日，公司拖欠职工的薪酬以及欠缴社保费、税款及滞纳金合计 9,230.76万

元，会给公司未来发展经营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解决措施如下： 

①公司将依托金达药化在品牌、产品、渠道、区位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

客户群体提高销售规模，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产品和业务布局，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努力提升公司

业绩及偿债能力。 

②公司董事会于 2021年 3月 4日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依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5,956,825.44元，募集资金到位后，能够妥善解决拖欠职工的薪酬、社

保费、税款及滞纳金等历史遗留的债务问题，补充公司净资产，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改善财务

状况，为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目前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尚需获得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③2021年 7-9月份母公司支付的职工薪酬及缴纳的税款为 368.22万元。 

2、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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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1年 3月 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

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5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相关公告。 

依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5,956,825.44元，募集资金到位后，

能够妥善解决拖欠职工的薪酬、社保费、税款及滞纳金等历史遗留的债务问题，补充公司净资产，

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改善财务状况，为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公司于 2021年 6 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中国证

监会决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目前正在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尚

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

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1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 年 9月 30日 2020 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4,721,717.36 59,710,927.5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486,777.72 10,168,068.15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03,005.96 

应收款项融资 809,844.00 500,000.00 

预付款项 1,311,464.28 294,398.2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6,711,063.74 16,928,647.24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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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0,650,832.25 12,912,810.17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5,363.39 430,265.60 

流动资产合计 104,707,062.74 101,148,122.8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3,011,609.58 3,247,294.11 

固定资产 16,399,826.99 18,951,407.05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1,859,179.86 12,209,479.0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4,427.47 617,270.99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1,625,043.90 35,025,451.21 

资产总计 136,332,106.64 136,173,574.1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2,466.58 542,479.90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12,070,588.82 8,949,690.8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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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27,417,021.46 32,124,894.44 

应交税费 16,750,605.71 15,495,221.10 

其他应付款 69,611,672.54 66,893,306.44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983,649.69 983,649.69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303,155.97 62,299.81 

流动负债合计 126,205,511.08 124,067,892.54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26,205,511.08 124,067,892.5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48,107,148.00 148,107,14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99,203,084.65 299,203,084.6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5,692,069.13 15,949,941.14 

专项储备 4,499,443.49 4,720,471.81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55,847,634.60 -454,347,448.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合计 

11,654,110.67 13,633,196.67 

少数股东权益 -1,527,515.11 -1,527,5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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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0,126,595.56 12,105,681.5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136,332,106.64 136,173,574.10 

 

公司负责人：林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顺付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顺付 

 

合并利润表 

2021年 1—9月 

编制单位：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年前三季度（1-9

月） 

2020年前三季度

（1-9月） 

一、营业总收入 42,961,323.11 36,644,010.11 

其中：营业收入 42,961,323.11 36,644,010.1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5,359,796.11 32,111,607.23 

其中：营业成本 19,566,920.69 12,561,185.93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033,471.06 1,079,389.04 

销售费用 917,058.10 925,590.35 

管理费用 13,431,071.07 15,847,732.28 

研发费用 741,267.71 771,455.99 

财务费用 -329,992.52 926,253.64 

其中：利息费用  358,329.22 

利息收入 476,331.27 703,612.51 

加：其他收益 4,401.78 169,617.93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3,813.76 103,401.5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

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18,709.57 9,423.8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940,832.39 -2,988,984.61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9 / 11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013.0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525.03 -41,413.68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939,081.67 1,784,447.92 

加：营业外收入 10,156.70 72,793.19 

减：营业外支出 2,837,867.00 3,515,612.9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111,371.37 -1,658,371.86 

减：所得税费用 2,611,557.04 2,350,123.0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500,185.67 -4,008,494.90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500,185.67 -4,008,494.90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500,185.67 -4,008,494.90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57,872.01 -624,093.52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57,872.01 -624,093.52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57,872.01 -624,093.52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57,872.01 -624,093.52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758,057.68 -4,632,588.42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758,057.68 -4,632,588.42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1 -0.0271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1 -0.0271 

司负责人：林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顺付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顺付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1年 1—9月 

编制单位：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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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年前三季度 

（1-9月） 

2020年前三季度 

（1-9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8,281,698.25 36,171,569.8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933,781.72 3,283,521.2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2,215,479.97 39,455,091.0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248,878.46 4,138,999.96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2,980,253.38 16,450,239.73 

支付的各项税费 4,705,305.40 6,741,035.6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541,007.27 4,353,458.0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475,444.51 31,683,733.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40,035.46 7,771,357.6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34.21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3,554.6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1,500.00 4,5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84,494.95 20,623,442.4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85,994.95 20,741,531.2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414,339.00 110,528.69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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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0,681.19 10,154,16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35,020.19 10,264,688.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50,974.76 10,476,842.5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8,678.7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8,678.7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41,425.11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88,000.00 47,685,968.4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88,000.00 53,827,393.5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9,321.21 -53,827,393.5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50,899.15 -1,841,763.6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010,789.86 -37,420,956.9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9,710,927.50 109,342,710.6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4,721,717.36 71,921,753.65 

 

公司负责人：林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顺付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顺付 

 

(三)2021年起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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