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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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周建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建永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章旺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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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6,094,235.51 2,334,653,764.68 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599,382,906.45 1,550,928,985.52 3.1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025,839.08 -54,732,768.64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6,629,715.93 265,836,874.19 1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6,608,462.32 31,570,304.55 4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2,329,069.40 27,760,524.30 16.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98 2.23 增加 0.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0998 0.0672 48.5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0.0989 0.0672 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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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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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7,743.3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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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0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4,673,350.43

合计 14,279,3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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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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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起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51,077,200 52.94 251,077,200 质押 112,990,000 境外法人

邦奥有限公司 89,540,184 18.88 0 无 境外法人

丽水晨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9,151,579 4.04 0 质押 14,300,000 其他

东华国际有限公司 7,644,700 1.61 0 无 0 境外法人

昊嘉投资有限公司 6,266,400 1.32 0 无 0 境外法人

珠海乾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88,635 1.2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珠海横琴众星久盈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52,561 0.54 0 无 0 其他

陈深 2,137,467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苗苗 1,780,706 0.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根富 1,684,900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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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奥有限公司 89,540,184 人民币普通股 89,540,184

丽水晨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51,579 人民币普通股 19,151,579

东华国际有限公司 7,644,700 人民币普通股 7,644,700

昊嘉投资有限公司 6,266,400 人民币普通股 6,266,400

珠海乾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88,635 人民币普通股 6,088,635

珠海横琴众星久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552,561 人民币普通股 2,552,561

陈深 2,137,467 人民币普通股 2,137,467

王苗苗 1,780,706 人民币普通股 1,780,706

潘根富 1,68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4,900

钟侃俊 862,200 人民币普通股 86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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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 3 月 31 日 2018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5,138,864.89 3,864,376.87 32.98 主要系直营渠道押金增加所致

存货 253,225,727.49 154,929,768.18 63.45 主要系夏季订单备货入库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8,422,132.90 187,302,988.92 -90.16

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其他流动资

产调整列报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274,500,000.00 不适用

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调整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368,751,903.47 231,477,382.20 59.30 主要系订单备货增加，货款未支付所致

预收款项 3,232,622.96 5,822,406.04 -44.48 主要系公司预收线上直营客户款项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30,540,099.04 154,361,488.50 -80.22

主要系投资深圳市泽汇科技有限公司的款项

在本期支付所致

库存股 18,744,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回购义务确认负

债，作收购库存股处理

少数股东权益 -390,645.30 -217,041.42 不适用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厦门起步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形成少数股东权益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 1-3 月 2018年 1-3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5,735,695.54 -476,419.2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661,597.04 3,367,915.46 127.49

主要系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所致

其他收益 18,311,667.35 41,379.56 44,152.93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投资收益 3,867,945.21 -100.00

主要系本期未收到理财产品收益

所致

营业外支出 15,000.00 91,019.63 -83.52 主要系零星营业外支出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 1-3 月 2018年 1-3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025,839.08 -54,732,768.64 不适用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9,656,206.00 192,335,483.87 -188.21

主要系投资深圳市泽汇科技

有限公司的款项在本期支付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5,105,222.44 44,334,993.75 69.40

主要系本期短期借款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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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建永

日期 2019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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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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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二号 - 服装》的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线下门店变动情况

品牌 门店类型

2018年 12 月 31 日数量

（家）

2019年 3 月 31 日数量

（家）

2019年 3 月 31 日止新

开（家）

2019年 3 月 31 日止关闭

（家）

ABCKIDS

直营门店 23 21 - 2

经销门店 2374 2382 94 86

合计 2397 2403 94 88

二、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1、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

主营业务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鞋服行业 314,608,164.36 198,907,204.67 36.78% 18.42 17.71

增长 0.39个百分

点

2、报告期内各品牌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品牌类型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

主营业务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ABCKIDS 280,764,209.13 167,977,072.62 40.17% 18.00 15.74 增长 1.17个百分点

其他 33,843,955.23 30,930,132.05 8.61% 22.01 29.69 下降 5.41 个百分点

合计 314,608,164.36 198,907,204.67 36.78% 18.42 17.71 增长 0.39个百分点

3、报告期内各销售类型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销售类型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

主营业务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销 290,837,095.19 186,267,848.73 35.95% 22.57 21.15 增长 0.75个百分点

直营 23,771,069.17 12,639,355.94 46.83% -16.27 -17.03 增长 0.49个百分点

合计 314,608,164.36 198,907,204.67 36.78% 18.42 17.71 增长 0.39个百分点

说明：直营销售由线下及线上直营销售收入组成

4、报告期内各销售渠道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销售渠道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主营业务成本

比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线上销售 20,353,416.47 11,306,982.76 44.45% -20.60 -19.93 下降 0.46个百分点

线下销售 294,254,747.89 187,600,221.91 36.25% 22.59 21.14 增长 0.77个百分点

合计 314,608,164.36 198,907,204.67 36.78% 18.42 17.71 增长 0.39个百分点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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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度现金分红投资者

说明会预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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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5月 7日（周二）下午 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同花顺网上路演互动平台

（http://t.10jqka.com.cn/newcircle/activity/liveShow/?sid=53875）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2019年 4月 16日，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年 4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起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8）。 为让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和利润分配等具体情况，公司决定于 2019

年 5月 7日召开 2018年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以下简称“本次说明会” ）。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1、召开时间：2019年 5月 7日（周二）下午 15:00-17:00

2、会议召开地点：同花顺网上路演互动平台

（http://t.10jqka.com.cn/newcircle/activity/liveShow/?sid=53875）

3、会议召开的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三、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董事兼总经理，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独立董事，财务总监，其他相关人员（如有

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投资者可在上述规定时间段内登陆同花顺网上路演互动平台（http://t.10jqka.com.

cn/newcircle/activity/liveShow/?sid=53875），与公司进行互动沟通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2、为了更好地安排本次说明会，请有意参加本次说明会的投资者在 2019年 5月 6日 17：00前通过本

公告后附的电话或者电子邮件联系公司，并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联系人：吴剑军、胡馨月

2、联系电话：0578-6558818

3、联系邮箱：abckids@qbabc.com.cn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于说明会召开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召开情

况。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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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

为起步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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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田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

司（以下“青田起步”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5,000万元。 截止本次

担保前，福建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起步” ）累计为青田起步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担保已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起步拟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签署《最高

额抵押合同》，拟将福建起步房地产作为抵押物，为公司及青田起步提供抵押担保，担保金额为 15,000万

元。

公司于 2018年 10月 17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8年 11月 2日召开的 2018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18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下属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的互相担保，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4）、《关于新增 2018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7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述事项共涉及两个被担保人，包括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青田起步。

1、起步股份

被担保人名称：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青田县油竹新区侨乡工业园区赤岩 3号

法定代表人：周建永

注册资本：47,423.9658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鞋、服装、帽、包、袜、配饰、玩具、运动用品的研发、生产，自产商品的仓储和销售。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33,465.38万元，负债总额为 78,394.1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 34,199.7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77,589.12万元，净资产为 155,071.20万元；2018年 1-12月累计营业收

入为 139,877.49万元，净利润 18,042.64万元。 （注：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 ，公司资产总额为 246,609.42万元，负债总额为 86,710.2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 42,199.7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85,917.71万元，净资产为 159,899.22万元；2019年 1-3月累计营业收

入为 31,662.97万元，净利润 4,643.49万元。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青田起步

被担保人名称：青田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青田县油竹街道江滨路 32号

法定代表人：章利民

注册资本：3,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鞋、服装、帽、包、袜子、服饰、玩具、运动用品的研发和销售（含网络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青田起步资产总额为 36,158.08万元，负债总额为 11,469.07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 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1,469.07万元，净资产为 24,689.01万元；2018年 1-12月累计营业收入

为 46,946.24万元，净利润为 7,381.14万元。 （注：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青田起步资产总额为 43,666.15万元，负债总额为 16,551.29万元，其中银行贷

款总额 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6,551.29万元，净资产为 27,114.86万元；2019年 1-3月累计营业收入为

7,697.95万元，净利润为 2,423.00万元。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上述担保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进展情况

2019年 4月 29日，福建起步与招商银行签署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公司和青田起步向招商银行申

请最高额人民币 15,000万元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福建起步以账面价值为 181,502,542.20元的自有房产作为

本次抵押担保的抵押物。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抵押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乙方（抵押人）：福建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二）乙方用于抵押的抵押物

福建起步以其自有房产“闽（2016）惠安县不动产权第 0004415号、闽（2016）惠安县不动产权第

0004416号、闽（2016）惠安县不动产权第 0004417号” 为本次抵押担保的抵押物。

（三）抵押担保范围

甲方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乙方（或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

（最高限额为 15,000万人民币元），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抵押权和债

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四）抵押期间

抵押期间指从本次《最高额抵押合同》生效之日至《授信协议》项下授信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期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75,000万元（不包含本次担保事项），占 2018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8.36%。 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5,000万元，占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2.57%；全资子公司青田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福

建起步、控股股东香港起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章利民、董事程银微、董事周建永、自然人祁小

秋为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在公司发行债券下承担的担保责任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总额为 40,000万元，占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5.79%。 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不存

在对第三方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30日

一、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集团 2019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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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本集团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1.3�本公司负责人陈启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关晓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战宇保

证本集团第一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集团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1.5�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常用词语释义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单位

本报告 指 本集团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报告期、报告期 指 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19年 3 月 31 日期间

报告期末 指 2019年 3 月 31 日

A股 指 本公司发行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人民币普通股

Fosun�Pharma�Industrial 指 Fosun�Pharma�Industrial�Pte.�Ltd.，设立于新加坡

Gland�Pharma 指 Gland�Pharma�Limited，设立于印度

H股 指 本公司发行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并在联交所上市交易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复星高科技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产投 指 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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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51,765,477.27 70,551,361,387.48 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8,720,052,336.06 27,977,736,427.49 2.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08,188,793.29 465,995,275.98 -12.4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730,014,185.66 5,719,203,063.69 1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12,291,660.86 705,783,679.67 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9,562,795.43 526,784,216.07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51 2.90 减少 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8 0.28 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8 0.2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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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303,8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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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3,7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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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644,626.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519,884.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76,224.81

所得税影响额 -15,747,312.09

合计 182,728,8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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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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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938,095,290 36.6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HKSCC�NOMINEES�LIMITED

(注 1)

551,234,448 21.51 0 未知 -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 沪

57,312,932 2.24 52,401,746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736,157 1.51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 2) 29,305,934 1.14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4,067,700 0.94 0 无 0 国有法人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沪

15,712,401 0.61 15,692,445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317,490 0.60 0 无 0 其他

阿布达比投资局 13,965,367 0.54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

券卓越成长股票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3,379,136 0.52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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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38,095,290

人民币普

通股

938,095,290

HKSCC�NOMINEES�LIMITED(注 1) 551,233,948

境外上市

外资股

551,233,94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736,157

人民币普

通股

38,736,15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 2) 29,305,934

人民币普

通股

29,305,93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067,700

人民币普

通股

24,067,7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5,317,490

人民币普

通股

15,317,490

阿布达比投资局 13,965,367

人民币普

通股

13,965,367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卓越成长股票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3,379,136

人民币普

通股

13,379,13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9,580,018

人民币普

通股

9,580,01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

8,762,855

人民币普

通股

8,762,8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 1：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

客户持有（其于报告期末持有的股份数量包括复星高科技通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30,933,500股 H股股

份，约占报告期末本公司总股本的 1.21%）；

注 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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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本报告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原因

使用权资产 326,489,864.10 -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集团开始执

行新租赁准则，将经营性租入的

固定资产使用权的价值确认至

该科目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68,787,097.14 1,052,571,024.32 49.04%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购买土地

使用权款及预付股权转让款增

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821,300,685.72 4,929,603,365.34 -63.05%

主要系报告期内附回售选择权

的人民币 30亿元公司债券（“16

复药 01” ） 于 2019 年 3 月 4 日

到期， 除人民币 550万元债券回

售外，其余债券持有人选择继续

持有。 报告期末，上述继续持有

的公司债券从“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转出至“应付债券”

核算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235,999,398.53 227,445,337.32 443.43%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发行人

民币 1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应付债券 7,028,509,152.86 4,039,456,986.21 74.00%

主要系报告期内附回售选择权

的人民币 30亿元公司债券（“16

复药 01” ） 于 2019 年 3 月 4 日

到期， 除人民币 550万元债券回

售外，其余债券持有人选择继续

持有。 报告期末，上述继续持有

的公司债券从“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转出至“应付债券”

核算所致

租赁负债 327,470,906.39 -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集团开始执

行新租赁准则，将未来租赁付款

额折现的现值确认至该科目所

致

利润表

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金额

上年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2019年 1-3 月 2018年 1-3 月

研发费用 393,629,740.74 277,495,949.60 41.85%

主要系报告期内加大对生物创

新药和生物类似药、小分子创新

药研发投入、一致性评价的集中

投入，以及增加对创新孵化平台

的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258,127,521.35 199,203,618.93 29.58%

主要系报告期内受市场利率同

比上升及带息债务增加等因素

影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222,223.84 714,805.11 70.99%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328,064,466.57 247,492,469.55 32.56%

主要系报告期内联营企业国药

产投等经营业绩同比增长，本集

团分占联营企业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73,218.41 -9,633,146.26 100.76%

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固定资产

损失所致

营业外支出 9,432,937.57 1,737,340.90 442.9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益捐赠增加

等影响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1,092,063.50 414,039,313.79 -97.32%

上年同期主要系美元汇率下降

幅度较大导致外币报表折算差

异较大

现金流量表

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金

额

变动比例 原因

2019年 1-3 月 2018年 1-3 月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04,835,280.94 -945,171,896.71 -69.79%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土地使用

权及对外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

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76,518,604.67 -41,949,793.66 -82.41%

主要系报告期内外币汇率波动

所致

(2)报告期内新会计准则生效及产生的影响

本集团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由财政部修订印发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一租赁》（以下简称

“新租赁准则” ）。

根据新租赁准则，对于经营租赁租入资产，承租人需先识别租赁，对符合租赁定义的租赁合同按新租

赁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处理。 初始确认时，经营租入资产根据租赁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确

认租赁负债，同时按租赁负债及其他成本（如初始直接费用、复原义务等）确认使用权资产；后续计量时，

对使用权资产进行折旧并确认折旧费用，同时按实际利率法确认租赁负债的利息支出，符合短期租赁和低

价值资产租赁的除外。 相应的，财务报告的披露要求同步修订，其他租赁模式下的会计处理未有重大变化。

根据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结合本集团具体情况，截至资产负债表日上述会计政策的调整影响详见“4.2� 首

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上述新

准则实施对本集团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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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本公司

新增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00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 2018年 4月 17日分

别印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8]MTN208号）和《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8]SCP90

号），接受本公司中期票据注册及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注册金额均为人民币 50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

落款之日起 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

2019年 1月 21日，本公司完成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

发行，实际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0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3.73%。

(2)2019 年 3 月 22 日， 本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控股子公司 Fosun� Pharma�

Industrial、Gland� Pharma 及其创始人股东（即主要由 Dr.� P.� Ravindranath 家族、其控制的公司及其管理的

信托构成，下同）签署的《Amendment� NO.1� to� the� Amended� and� Restated� Shareholders’ Agreement》

（即 “《关于 〈经修订及重述的股东协议〉 的第一修正案》” ）， 同意 Fosun� Pharma� Industrial 向 Gland�

Pharma创始人股东授予一项新的选择权，即创始人股东有权在相关条件达成的前提下，于约定期间内要求

Fosun� Pharma� Industrial（或通过其指定方）以最高不超过 47,000万美元的价格受让其持有的不超过 3,421,

187股 Gland� Pharma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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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启宇

日期 2019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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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十四次会议

（定期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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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十四次会议

（定期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市宜山路 1289 号会议室（通讯与现场相结合）召开，应到会董事

11人，实到会董事 11人。会议由本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陈启宇先生主持，本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按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编制的本集团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按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编制的本集团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回购及注销共计 162,350股限制性 A 股股票，本公司总股本由 2,563,060,895 股减少至 2,562,898,545

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2,563,060,895元减少至 2,562,898,545元。

鉴于上述股本变化，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5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5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以下合称“股东大会” ）的授权，董事

会同意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

1、《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

原：“公司于 2012年 4月 5 日经中国证监会 2012[444]号文件核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获得

香港联交所批准，公司 H股股份于 2012年 10月 30日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贰拾亿壹仟壹佰壹拾贰万零叁佰玖拾伍（2,011,120,395）股；境外上市外资

股伍亿伍仟壹佰玖拾肆万零伍佰（551,940,500）股。 ”

现修订为：

“公司于 2012年 4月 5日经中国证监会 2012[444]号文件核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获得香港

联交所批准，公司 H股股份于 2012年 10月 30日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贰拾亿壹仟零玖拾伍万捌仟零肆拾伍（2,010,958,04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伍亿伍仟壹佰玖拾肆万零伍佰（551,940,500）股。 ”

2、《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

原：“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拾伍亿陆仟叁佰零陆万零捌佰玖拾伍（2,563,060,895）元。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

现修订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拾伍亿陆仟贰佰捌拾玖万捌仟伍佰肆拾伍（2,562,898,545）元。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处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本次修改《公司章程》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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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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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 2019年 4月 29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已完成

注销已回购共计 162,350股限制性 A 股股票工作，本公司的注册资本、总股本发生相应变化，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 A 股类

别股东会及 2015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以下合称“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授权，经本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作如下修订：

1、《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

原：“公司于 2012年 4月 5日经中国证监会 2012[444]号文件核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获得

香港联交所批准，公司 H股股份于 2012年 10月 30日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贰拾亿壹仟壹佰壹拾贰万零叁佰玖拾伍（2,011,120,395）股；境外上市外资

股伍亿伍仟壹佰玖拾肆万零伍佰（551,940,500）股。 ”

现修订为：

“公司于 2012年 4月 5日经中国证监会 2012[444]号文件核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获得香港

联交所批准，公司 H股股份于 2012年 10月 30日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贰拾亿壹仟零玖拾伍万捌仟零肆拾伍（2,010,958,04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伍亿伍仟壹佰玖拾肆万零伍佰（551,940,500）股。 ”

2、《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

原：“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拾伍亿陆仟叁佰零陆万零捌佰玖拾伍（2,563,060,895）元。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

现修订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拾伍亿陆仟贰佰捌拾玖万捌仟伍佰肆拾伍（2,562,898,545）元。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

本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处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本次修改《公司章程》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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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在同一实际控制人下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永锋集团有限公司和宁波泰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2、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完成后，永锋集团有限公司将直接持有公司 93,733,22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0%；宁波泰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不再持有公司的股份。

3、本次股份转让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企业之间的转让，股份转让前后未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

4、本次协议转让能否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实施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本次股份转让概述

2019年 4月 27日，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富临运业” ）控股股东永锋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锋集团）与其间接子公司亦公司 5%以上的股东宁波泰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波泰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宁波泰虹将其持有公司股份 45,590,088 股（占公司总股

本 14.5428%）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永锋集团。 本次权益变动后，宁波泰虹将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永锋集团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93,733,221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9.90%。 上述股份转让系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企业之间的转让，股份转让前后未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永锋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刘锋。

二、本次股份转让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泰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MA2CHDYW8T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 88、76号 B幢 1层 782室

法定代表人：秦赛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 6月 22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房地产信息咨询；财务咨询；市场调查；企业营销策划；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物业管理服务，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永锋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5747811805G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齐河县经济开发区内

法定代表人：刘锋

注册资本：36,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 03月 06日

营业期限：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以企业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得经营金融、证券、期货、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工业用

水供应；热源供应；物流信息咨询服务；批发、零售：五金机电；首饰、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的批发、零

售；自营和代理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股份转让交易双方的关系

宁波泰虹系永锋集团的间接全资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均为刘锋先生，本次股份协议转让是在同一实

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不同主体之间的转让。

（四）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后交易双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册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股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股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宁波泰虹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45,590,088 14.5428 0 0

永锋集团有限公

司

无限售流通股 48,143,133 15.3572 93,733,221 29.9000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年 4月 27日，宁波泰虹与永锋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转让当事人

转让方（甲方）：宁波泰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永锋集团有限公司。

2、股份转让

甲方同意将标的股份按照每股约人民币 11.01 元的价格，以总价人民币 501,900,000 元（大写：伍亿零

壹佰玖拾万元整），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乙方。

3、股份转让款的支付及标的股份的过户

（1）本协议生效后，乙方需在接到甲方付款通知书的十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

（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应配合乙方共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标的股份转让

的合规性确认手续。

（3）本次股份转让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合规确认无异议函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与乙方共

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甲方将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

下。

4、交割及过渡期安排

（1）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为交割日。 自交割日起，乙方按照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行使股

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标的股份对应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乙方享有。

（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标的股份由甲方管理，甲方不得就标的股份设置

任何抵押、质押、留置、担保、优先权、第三人权益、其他任何形式的限制或担保权益，及其它任何形式的优先

安排。

5、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1）甲方的陈述、保证与承诺是真实、完整的，无任何虚假、错误或遗漏，并且在本协议书签署之后以及

履行期间持续有效。

（2）甲方拥有完全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订立本协议，并按本协议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

（3）甲方已就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获得必要的内、外部的审批和授权，拥有签署、递交和履行本协议所需

的行为能力，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甲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4）签署、交付及履行本协议书，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不违反自身的公司章程，不违反其

与第三人签署的合同（已经取得第三人同意的除外）或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监管机构、仲裁机构发出

的判决、命令或裁决等、公告等程序。

（5）甲方对标的股份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不存在针对标的股份的悬而未决的争议、诉讼、仲裁、司法或

可能导致标的股份权利被限制之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也不存在将要对其提起诉讼、仲裁、司法或行政程序

或政府调查并可能导致标的股份被冻结、查封的情形或者风险。

四、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主要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刘锋对自身所控制公司结构调整所致，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宁波泰

虹和受让方永锋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刘锋，即本次权益变动系同一控制下的股份转让，本次权益变动前

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控股股东仍为永锋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刘锋。 本次权益变

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永锋集团和宁波泰虹在 2018年 8月 25日由富临运业公告的《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版）作出承诺：“在本次股份收购的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会通过任何方

式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本次权益变动双方宁波泰虹和永锋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刘锋，即本次权益变动系同一控制人控制之

下不同主体之间的股份转让行为，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六、其他事项

1、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 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

公告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3、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本次协议转让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4、本次股份转让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协议转让股份的相关变更登记等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

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宁波泰虹与永锋集团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详式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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