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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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4,919,516,242.55

21,831,626,601.10

1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203,500,097.10

20,276,757,145.38

4.57%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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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145,751.23

7.16%

2,396,648,240.63

2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7,642,856.77

-37.24%

895,884,519.98

-3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9,589,206.76

-36.45%

877,425,999.37

-31.31%

315,302,865.68

118.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74

-37.24%

0.7705

-34.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64

-37.49%

0.7695

-34.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

-0.99%

4.30%

-2.79%

注：上表中上年度末“总资产”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调整后年初余
额，具体原因详见第三节重要事项之十一、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截至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至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1,162,774,97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7705

注：因部分债券持有人将持有的“敖东转债”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份，根据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0 月 25 日下发的公司股本结构表，截至 2018 年 10 月 25 日收
市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1,162,774,97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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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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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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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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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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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6,109.05
57,614,171.60

-64,738,899.92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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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358,024.35

减：所得税影响额

-3,811,640.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82,524.90

合计

18,458,520.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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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92,867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6.66% 309,940,049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境内非国有法人
－普通保险产品

5.00%

58,138,56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

43,38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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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2.21%

25,752,66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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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16,798,623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境内非国有法人
1号

0.90%

10,477,684

延边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国有法人

0.52%

6,079,910

陈树雄

境内自然人

0.43%

4,979,000

国有法人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41,536,01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15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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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268,404,039 人民币普通股

268,404,039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58,138,569 人民币普通股

58,138,56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3,384,882 人民币普通股

43,38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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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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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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98,623 人民币普通股

16,798,623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 号

10,477,684 人民币普通股

10,477,684

延边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6,079,910 人民币普通股

6,079,910

陈树雄

4,979,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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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公司股东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8,646 股，通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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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有）
持有 43,384,882 股。
②公司股东陈树雄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979,000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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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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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货币资金

2,024,209,120.45

1,190,815,892.87

69.99%

应收票据

294,354,719.15

458,396,295.43

-35.79%

应收账款

920,812,578.35

592,047,162.21

55.53%

主要系本期增加应收销售药品货款所致。

预付款项

35,251,775.81

22,029,711.26

60.02%

主要系本期增加预付购买原材料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60,042,423.84

14,306,354.01

319.69%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定期存款利息以及其他应收的业
务往来款增加所致。

1,808,069,514.70

37,628,367.00

4705.07%

主要系本期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办理定期存款所致。

在建工程

91,535,143.24

42,378,767.83

115.99%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增加制药车间的工程投入所致。

开发支出

48,978,329.29

26,842,346.26

82.47%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增加产品研发投入所致。

5,182,302.17

3,359,197.46

54.27%

主要系子公司本期长期待摊的装修费用增加所致。

87,282,953.64

38,252,442.17

128.18%

短期借款

113,245,706.29

12,490,000.00

806.69%

预收款项

162,370,780.36

70,607,847.12

129.96%

主要系本期预收的医药销售货款增加所致。

66,483,735.73

127,752,387.48

-47.96%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计提的职工薪酬所致。

1,884,339,588.22

-

-

4,270,273.64

38,721,756.40

-88.97%

其他权益工具

561,371,163.08

-

-

其他综合收益

276,836,269.35

453,863,097.90

-39.00%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管理费用

206,731,871.88

141,825,642.64

45.76%

研发费用

60,432,758.81

19,691,206.96

206.90%

财务费用

31,812,080.44

-7,461,771.97

526.33%

资产减值损失

20,835,700.39

12,238,670.72

70.24%

主要系本期公司计提的坏账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57,114,171.60

33,838,623.20

68.78%

主要系本期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97,759,479.56

1,106,495,302.10

-36.94%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85,649,358.56

3,998,146.44

-2242.23%

其他流动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债券
递延所得税负债

项目

增减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增减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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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本期收到本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
购资金所致。
主要系部分上年收到的应收票据本年到期收回款项
所致。

主要系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敖东国际（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致。
主要系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所致。
主要系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权益成份的公允价
值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所致。
主要系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变
动所致。
主要变动原因
主要系本期计入管理费用的差旅费、办公费等费用
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费用化的产品研发支出增加所
致。
主要系本期计提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主要系本期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同
比减少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所持有的股票、基金等交易性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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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处置老厂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所致。
主要系本期无法支付款项转入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6,326,263.51

8,748,995.93

86.61%

营业外收入

13,669,758.96

1,271,679.44

974.94%

营业外支出

3,441,889.07

2,574,809.16

33.68%

895,884,519.98

1,369,582,440.10

-34.59%

-5,203,558.09

-8,689,629.50

40.12%

-177,026,828.55

267,777,991.27

-166.11%

主要系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减
少所致。

315,302,865.68

144,160,846.59

118.72%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1,612,676,999.65

284,842,851.45

-666.16%

主要系本期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办理定期存款所致。

2,139,447,273.73

-381,017,928.52

661.51%

主要系本期收到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
资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主要系本期公益性捐赠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同
比减少所致。
主要系本期非全资子公司亏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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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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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股改承诺

承诺方

敦化市金诚
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承诺类型

股权分置
改革承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①关于股权分置改革后金诚公司所持股份
的减持承诺金诚公司目前所持有的非流通
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36 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禁售期
满后，如果减持，每年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出售其目前所持有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吉
林敖东总股本的 2%，减持价格不低于 7.5
元。②关于股权方案实施后公司增持股份
的计划为了保证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稳定市场预期，
减少股权分置对二级市场的扩容压力，积
极稳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在吉林敖东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12 个月之内，金诚
公司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增持吉林敖东股
2005 年 07
份，增持比例不低于吉林敖东公司总股本 月 15 日
的 5%，改革方案实施后 36 个月内，持股
比例达到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25%。金诚公
司于 2006 年 11 月 3 日已履行完成全部增
持计划。针对上述增持计划，金诚公司做
如下承诺：ⅰ.金诚公司增持的吉林敖东股
份，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增持计划完
成后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ⅱ.在
增持计划完成 36 个月后，如果金诚公司减
持吉林敖东股份，则每年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所持股份的数量（包括原持
有部分和增持部分），不超过吉林敖东总股
本的 2%,减持价格不低于 7.5 元，并履行相
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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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自股权分置
改革实施日
严格履
2005 年 8 月 3
行承诺
日起至 2020
年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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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
公司股改承诺每年解除限售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公司大股东限售股份需至 2020 年 8 月 4 日能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够全部流通，完成股改承诺。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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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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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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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外股票 600881

亚泰集团

534,001,656.70

境内外股票 600833

第一医药

184,856,871.30

境内外股票 06837.HK

海通证券

143,079,005.99

境内外股票 600713

南京医药

60,850,152.55

债券

标准券

23,800,000.00

境内外股票 002501

利源精制

29,867,792.13

境内外股票 01558.HK

东阳光药

10,958,641.09

境内外股票 01508.HK

中国再保险

12,222,856.02

基金

广发核心精
选混合

2,891,322.71

888880

270008

境内外股票 00460.HK

四环医药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合计

11,657,234.24

会计计
量模式
公允价
值计量
公允价
值计量
公允价
值计量
公允价
值计量
公允价
值计量
公允价
值计量
公允价
值计量
公允价
值计量
公允价
值计量
公允价
值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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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291,605.24

-70,771,303.90

150,745,416.60

-81,178,728.66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3,636,223.31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6,723,218.29 463,230,352.80
650,699.64 103,678,142.64

96,790,413.45

-37,353,557.54

28,757,730.83

-34,289,458.06

88,194,586.74

41,146,668.40

-9,758,279.20

14,917,774.00

-8,922,327.26

46,306,163.20

125,771.55

23,800,000.00

15,200,000.00

793,600,000.00 785,146,090.15

会计核算 资金
科目
来源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自有
资金
自有
资金
自有
资金
自有
资金
自有
资金
自有
资金
自有
资金
自有
资金
自有
资金

28,150,961.98

-18,484,046.71

1,791,082.65

620,592.54

-18,499,932.43

10,820,990.55

21,728,176.43

-6,768,708.80

42,881,033.15

60,892,728.07

6,228,150.22

9,944,631.73

10,598,452.74

-883,232.77

-558,985.76

9,715,219.97

10,962,049.63

-2,319,975.53

-2,319,975.53

8,642,074.10

11,371,059.27

-4,820,539.84

6,836,993.41

-4,165,999.31

6,880,505.04

-6,743,850.13

129,724,394.19 124,506,547.72

-6,412,296.69

30,248,380.61

--

--

-61,441,135.34 801,461,047.38

--

--

37,595,396.79

--

32,280,050.61

1,051,780,929.52

--

1,087,264,854.35

6,531,910.92
-512,000.53

-87,132,190.52 -152,462,033.09 1,018,203,925.74 981,639,1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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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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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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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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7 月 01 日至 2018 年 0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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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因此，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变更会计政策，施行上述修订后的金融工具准则。根据该准则衔接规定，在施
行日，企业应当按照本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
报表数据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本准则施行日的新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本准则施行日所在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本准则实施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期初数的影响金额为
-133,004,104.71 元，其中，留存收益的影响金额为 474,642,910.27 元，其他综合收益的影
响金额为-607,647,014.98 元。
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敖东国际（香港）实业有限公司合计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持
股比例为 17.45%，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并且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秀林先
生在其董事会中任董事，所以我公司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重大影响，对该公司的投
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根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本公司按持股比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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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财务报告的年初数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具体影响情况为：合并财务报表调减年初长期股
权投资 22,962,922.75 元，调增年初未分配利润 81,946,256.54 元，调减年初其他综合收益
104,909,179.29 元；母公司财务报表调减年初长期股权投资 22,513,516.81 元，调增年初未
分配利润 80,342,491.41 元，调减年初其他综合收益 102,856,008.22 元。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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