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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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 HONG、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来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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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4,721,034.79 2,637,202,964.08 1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14,941,824.90 2,057,620,390.85 12.5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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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324,504.83 29.86% 1,204,962,585.97 3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4,230,871.71 37.21% 260,898,703.74 2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01,239,522.40 49.76% 243,037,785.07 5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867,206.27 -87.46% 273,080,500.76 10.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7 42.42% 1.15 30.6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7 42.42% 1.13 28.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2% 0.97% 12.1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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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8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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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6,501.1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431,1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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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8,499.4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6,841.70

减：所得税影响额

5,215,333.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63,886.64

合计

17,860,918.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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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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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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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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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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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YMCHEM LABORATORIES, INCORPORATED

境外法人

41.69% 96,247,220 96,247,220

HAO HONG

境外自然人

4.41% 10,191,928 10,191,928

北京弘润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4% 7,477,166

天津国荣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4% 6,101,796

质押

1,034,000

建水县睿智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5,191,748

中国工商银行

－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2,756,34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2,600,0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2,299,001

兴全基金

－

兴业银行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2,054,5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2,0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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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弘润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477,166

人民币普通股

7,477,166

天津国荣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6,101,796

人民币普通股

6,101,796

建水县睿智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191,748

人民币普通股

5,191,748

中国工商银行

－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56,345

人民币普通股

2,756,34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2,299,001

人民币普通股

2,299,001

兴全基金

－

兴业银行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5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4,5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2,012,439

人民币普通股

2,012,43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01,884

人民币普通股

1,901,884

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76,193

人民币普通股

1,776,1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HAO HONG

先生持有

ALAB70.64%

的股权，为

ALAB

实际控制人，与

ALAB

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

关联关系外，公司无法判断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建水县睿智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191,748

股，其中通过普通帐户持有

1,830,000

股，通

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36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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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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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比例

变动原因

1

货币资金

304,278,071.74 839,281,967.37 -64%

主要系本期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2

预付款项

54,253,387.95 17,014,666.14 219%

主要系本期在执行及储备项目增加， 预付本期及未来所需原

材料款项增加所致

3

存货

380,574,947.74 260,226,898.68 46%

主要系在研及在产项目增加， 储备原材料及期末在产品增加

所致

4

其他流动资产

49,241,881.84 30,434,862.44 62%

主要系本期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增加所致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344,000,000.00 100%

主要系本期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6

在建工程

193,670,418.53 105,930,989.90 83%

主要系储备项目持续增加， 为后期将要进入商业化生产的项

目准备产能，在建项目的持续推进所致

7

无形资产

93,365,475.46 66,703,235.44 40%

主要系子公司购买土地所致

8

递延所得税资产

44,083,819.84 21,396,973.50 106%

主要系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执行、 可抵扣亏损递延所得

税资产增加所致

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1,260,665.15 67,031,495.02 66%

主要系预付基建项目、设备投资款项所致

1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3,525,370.73 152,950,898.41 46%

主要系在研在产项目增加，应付原材料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11

预收款项

11,884,823.45 353,514.18 3262%

主要系预收客户款增加所致

序号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增减

比例

变动原因

1

营业总收入

1,204,962,585.97 895,938,102.03 34%

主要系国内外业务拓展顺利，项目储备合理且丰富，持续贡献

业绩所致

2

营业成本

647,656,134.11 423,401,259.86 53%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成本费用随之增加

3

管理费用

150,955,690.98 113,499,891.57 33%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成本费用随之增加

4

研发费用

101,412,458.93 68,618,202.28 48%

主要系公司坚持技术驱动原则，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项目

同比增加所致

5

财务费用

-1,385,047.96 33,399,742.99 -104%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6

其他收益

20,346,501.10 50,012,457.80 -59%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7

所得税费用

27,447,558.97 44,850,285.29 -39%

主要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增加以及执行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政策、可抵扣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0,898,703.74 200,765,764.29 30%

主要系本期业务拓展顺利，营业收入实现增长，归母净利润随

之增加。

9

少数股东损益

-14,695,541.18 16,099,858.47 -191%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实施， 同期利润同比减少所

致

序号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增减

比例

变动原因

1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1,240,541,966.36 900,114,768.69 38%

主要系公司上年及本期营业收入持续增长， 收回本期及上期

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2

收到的税费返还

47,800,089.47 35,528,440.48 35%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收回的增值税返还增加所致

3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516,757,613.46 348,072,170.08 48%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所需材料及人工费用增加所致

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347,219,465.22 259,078,455.86 34%

主要系公司在执行及储备项目持续增加，研发、生产及管理人

员数量增长，所支付的薪酬同比增长所致

5

支付的各项税费

87,680,585.50 58,975,750.14 49%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支付的各项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99,904,421.98 66,395,812.75 50%

主要系公司规模增加所致

7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16,742,920.92 209,439,802.52 99%

主要系支付募投项目及在建工程项目款项增加所致

8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346,000,300.00 100%

主要系本期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9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3,048,160.00 153,035,185.01 -78%

主要系本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较上年同期限制性股票股权

激励规模较小所致

1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8,489,437.76 36,974,210.00 -77%

主要系外币掉期保证金收回所致

1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86,000,000.00 -100%

主要系上年同期归还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12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80,535,947.10 59,406,777.01 36%

主要系公司上年业绩较好，为回馈广大股东，实施现金分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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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年7月12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

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

宜。

2018年7月13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2018年9月24日，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已完成

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中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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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5.00%

至

35.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42,661

至

46,07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4,12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依托不断创新的技术优势，持续加大新技术开发及应用的同时，始终保持在创新药

CDMO

领域持续保持

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持续优化项目结构、丰富项目储备和经验、巩固客户口碑和信誉，加之新产能的陆续释

放、化学大分子等新业务持续开展、新订单的不断落地，使得公司的业绩以持续稳健的态势保持继续增长。

公司各项举措和战略布局加速落地，拓展并完善创新药研发生产服务体系的构建，全面推进国内外业

务服务能力的逐步提升以及新项目培育，也将逐步成为公司业绩新的增长点。

以上因素共同助力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稳健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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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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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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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79.2 34,400 0

合计

52,779.2 3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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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HAO� HONG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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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通知于2018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发送给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18年

10月30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本次会

议董事长HAO� HONG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通讯方式进行了表决，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

一一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一

一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编制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真实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

的运营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的公告信息。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公告信息。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821� � � �证券简称：凯莱英 公告编号：2018-063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通知于2018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各位监事，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于2018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张婷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通讯方式进行了表决，经全体监事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与会监事通

过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的公告信息。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公告信息。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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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30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根据财政

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将对公司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

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给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 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

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根据上述

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并按照该文件规定

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

财务报表。

2、变更日期

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之日起执行。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 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财政部于 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

政策变更外，其他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相关准则、指南、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8〕15号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

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 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

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

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

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2018�年10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生效，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

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

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对

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六、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定，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

理变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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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证券简称：昂利康；证券

代码：002940），连续一个交易日内（2018年10月30日）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

率的比值超过30倍，且累计换手率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

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浙江

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中所列示的公司风

险因素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 等有关章节关于风险的提

示，上述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再次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一）药品价格下降风险

药品作为与人民日常生活关系重大的商品，其价格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 2015年前，国家

对药品价格进行调控管理，对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基本医疗保障用药中的处方药及生产经营具

有垄断性的特殊药品制定了最高零售价。 目前国家已逐步放开对药品价格的管制，根据《关于

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904号），自2015年6月1日起，改革药品

价格形成机制，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发挥

医保控费作用，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

公司自有产品中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头孢克洛缓释片、硝苯地平缓释片、头孢克肟胶

囊为国家医保乙类产品，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同时被列入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合作

产品中多潘立酮片为国家医保甲类产品并被列入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注射用哌拉西林

钠他唑巴坦钠为国家医保乙类产品。 因而药价形成机制的改革将一定程度上使公司主要产品

价格面临下降风险。

此外，我国近年来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机构集中采购体系，推行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

物以省为单位集中批量采购、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公司的多数制剂产品

在招投标体系中由于市场竞争加剧，面临中标价格下降的压力。公司的头孢类原料药属于大宗

原料药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头孢类原料药未来亦存在价格下降的可能性。

综上，随着药价形成机制、医药体制、药品采购招标机制等改革的推行，公司产品存在价格

下降的风险，进而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二）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自设立以来，在产品布局、研发和生产管理上，通过持续创新不断构建产品竞争优势。

公司产品应用范围主要涵盖抗感染类（头孢菌素类及青霉素类）、心血管类（抗高血压类）、消

化系统类、泌尿系统类（肾病类）等多个领域，并在各细分市场占有领先或相对领先的市场地

位。 但公司所涉及的原料药及制剂两大业务板块未来均面临市场竞争的风险。

（三）药品招投标风险

根据《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药品集中采购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我

国实行以政府为主导，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药品集中采购模式，实行统一组织、统一

平台和统一监管。 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等举办的非营利性

医疗机构必须参加集中采购。 药品集中采购由药品生产企业参与投标。

公司制剂产品参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药品集中采购招标，在中标之后与经销商或配

送商签订销售合同，并通过经销商或配送商销售给医院终端。若未来公司产品在各省集中采购

招投标中落标或中标价格大幅下降， 将影响相应产品在当地的销售， 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

绩。

（四）业务合作风险

由公司以自主研发、委托研发或受让研发成果等方式作为技术来源，并最终生产销售的产

品为自有产品。 与第三方研究机构或医药公司（合作方）合作开发，由该合作方提供给公司使

用相关的知识产权、技术资料、技术支持，公司进行工艺摸索、中试、检验等相关研发报批工作，

并申请取得药品注册批件，采取由公司独家生产，合作方、合作方指定第三方包销或负责整体

推广运作的产品为合作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有部分制剂产品为合作产品。 为充分发挥各自在研发、生产及销售领域的

专业优势，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公司与美福润、康健友邦、宁波三元和新昌尚诚（以下简称“合

作方” ）分别就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胶体果胶铋、马来酸曲美布汀分散片、多潘立酮

片进行业务合作。

虽然公司与合作方的业务自合作以来开展顺利，未曾发生过纠纷，但仍存在合作方违反协

议终止合作，影响公司向市场提供合作产品，降低公司盈利能力的风险。

（五）两票制推行导致的经营风险

两票制是我国近期在药品流通环节上推行的重要政策， 两票制即指药品生产企业将药品

销售给流通企业时开具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将药品销售给医疗机构时开具一次发票。两票制的

推行旨在规范药品购销活动， 缩减药品流通环节， 达到逐步降低药价的目的。 国务院办公厅

2016年4月发布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优化药品购销秩序，压

缩流通环节，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要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两票制，积极鼓励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

城市推行两票制。 2016年12月，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国家卫计委

等多部委发布了《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自方案发布之日起，改革将率先在各医改试点省（区、市）及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启动，并于

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2017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7年重点

工作任务》，提出：2017年年底前，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和前四批200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

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面执行两票制，鼓励其他地区实行两票制。

两票制下，公司将继续负责生产，但产品销售不经由经销商流通，而是由公司直接销售给

配送商，由配送商直接销售至医院。在此过程中，区域渠道开拓、市场和学术推广活动由原经销

商或公司筛选的专业医药咨询公司（推广公司）承担。经销商的收入模式从过去赚取公司和配

送商之间的药品购销差价，改变为通过向公司提供专业化的销售推广服务赚取推广服务费。

如公司不能根据两票制政策变化及时有效地调整营销策略， 可能对公司制剂产品销售造

成不利影响。

（六）公司主要产品未能通过一致性评价的风险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指对仿制药开展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2016年2月6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明确：化学药品新注册分

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仿制药，凡未按照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原则审批的，均须开展一致

性评价。《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年版）》中2007年10月1日前批准上市的化学药品仿制药口

服固体制剂，应在2018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其中需开展临床有效性试验和存在特殊情形的

品种，应在2021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逾期未完成的，不予再注册。 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

前批准上市的其他仿制药，自首家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其他药品生产企业的相同品种原则

上应在3年内完成一致性评价；逾期未完成的，不予再注册。 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指出针对仿制药

注射剂，对已上市药品注射剂进行再评价，力争用5至10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

公司制剂产品以仿制药为主，已按照国家要求开展自有产品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如相关产

品未能通过一致性评价或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可能导致相关药品的批准文号不予再注册，

可能对公司未来经营业务造成负面影响。

（七）公司产品被调出基本药物品种目录或医保目录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制剂产品包括自有产品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头孢克洛缓释片、硝

苯地平缓释片、头孢克肟胶囊等；合作产品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马来酸曲美布汀分

散片、多潘立酮片等。

上述主要自有产品均为国家医保乙类产品，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同时被列入新版《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合作产品中多潘立酮片为国家医保甲类产品并被列入新版《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为国家医保乙类产品。

随着中国医疗体系的不断健全，医保涵盖范围将变得愈加广泛，顺利进入国家及省级医保

目录和基本药物目录将能有效促进公司现有产品的推广与销售。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及省级医

保目录和基本药物目录会根据药品的使用情况在一定时期内进行调整， 公司产品若被调出基

本药物目录或医保目录，将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八）股票市场波动风险

影响股市价格波动的原因很多，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时也受利率、汇

率、通货膨胀、国内外政治经济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因素的影响。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本

公司股票时可能因股价波动而遭受损失。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020� � � �公司简称：爱普股份

第三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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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魏中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林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冯林霞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265,714,866.13 2,204,982,772.80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46,226,821.28 1,898,604,677.45 2.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209,900.68 -26,732,213.7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1,869,369,558.41 1,763,656,566.71 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401,473.43 132,630,819.77 -2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4,509,017.61 124,189,374.74 -23.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99 7.12

减少

2.1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013 0.4145 -27.3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013 0.4145 -27.3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175.50 32,847.8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940,474.28 10,203,717.2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5,406.51 -6,299,940.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2,473.11 -846,332.79

所得税影响额

-1,636,423.90 -1,197,835.96

合计

5,841,346.26 1,892,455.8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1,95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魏中浩

113,220,000 35.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馨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800,000 9.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轶乐实业有限公司

13,320,000 4.1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肖峻

4,754,012 1.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勇成

4,500,000 1.4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新行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600,000 1.1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圣文

3,257,048 1.0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费文耀

2,840,000 0.8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梅国游

2,688,000 0.8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音

2,418,000 0.7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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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 数量

魏中浩

113,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220,000

上海馨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800,000

上海轶乐实业有限公司

13,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20,000

肖峻

4,754,012

人民币普通股

4,754,012

胡勇成

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0

上海新行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王圣文

3,257,048

人民币普通股

3,257,048

费文耀

2,8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40,000

梅国游

2,6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8,000

吴音

2,4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轶乐实业有限公司为魏中浩先生亲属所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魏中浩先生与上海轶乐实

业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

本期数

本年年初

/

上年同期数

变动率（

%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07,781,699.80 75,464,608.02 42.82%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预付货款增

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4,539,613.50 6,977,905.76 108.37%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业务备用金

及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存货

418,623,564.55 318,863,568.86 31.29%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扩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8,295,078.31 13,024,636.46 40.47%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待抵扣增值

税增加所致。

商誉

77,946,269.07 44,268,766.57 76.08%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溢价收购上

海盟泽商贸有限公司所致。

短期借款

16,335,500.00 -100.00%

主要系子公司报告期内归还到期

借款所致。

应交税费

17,719,667.11 41,085,335.14 -56.87%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应交税费减

少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22,329,431.45 79,536,743.77 53.80%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合并非

全资子公司， 及非全资子公司盈

利所致。

财务费用

-25,284,195.88 -14,760,012.88 71.30%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及

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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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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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中浩

日期:2018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