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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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徐国忠、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一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梁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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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6,872,332.96 2,174,893,498.65 4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60,401,228.21 1,165,961,256.38 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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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60,247.91 -4,593,0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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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477,765.04 1,357,339,527.85 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453,478.79 167,551,694.04 1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5,909,320.81 160,653,410.89 15.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1 16.24 减少3.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44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44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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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39.24 -102,7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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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1,104.40 7,975,380.4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96,100.01 241,6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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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459.82 1,937,65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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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100.52 -1,507,792.58

合计 5,332,902.95 8,544,1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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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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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茂减速机集团有限公司 238,400,000 51.45 238,4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徐彬 45,000,000 9.71 45,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国忠 32,600,000 7.04 32,6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玲 14,400,000 3.11 14,4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常州市国恒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10,800,000 2.33 10,8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120,300 1.75 8,120,3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国悦君安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

悦君安企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8,120,300 1.75 8,120,3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沈惠萍 8,000,000 1.73 8,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常州市正德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4,106,900 0.89 4,106,9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常州市恒茂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3,824,000 0.83 3,824,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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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慧清 3,202,312 人民币普通股 3,202,312

陈恽 611,826 人民币普通股 611,826

黄少雄 5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000

蒋玲玲 420,2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2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409,600

许永昌 24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500

薛胜洋 232,860 人民币普通股 232,860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汯价值成长1期

私募投资基金

20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100

王福强 2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100

韩涛 19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股东徐国忠与沈惠萍为夫妻关系，徐彬为徐国忠与沈惠萍之子，徐玲为徐国

忠之女。徐国忠、徐彬、沈惠萍组成的徐氏家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徐玲为实际

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2、常州市正德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常州市恒茂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3、徐国忠、徐彬、沈惠萍分别持有国茂集团47%、45%、8%的股份。

4、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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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817,079,495.73 562,331,877.11 45.30%

交易性金融资产 550,000,000.00 不适用

应收票据 445,983,162.53 302,651,908.39 47.36%

应收账款 290,157,218.24 193,298,095.44 50.11%

其他应收款 1,086,872.21 366,317.50 196.70%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999,674.45 15,024,610.55 66.39%

应付账款 296,929,311.80 215,706,113.12 37.65%

应交税费 21,260,821.63 6,105,070.53 248.25%

资本公积 1,113,950,991.25 398,330,991.25 179.65%

说明：

货币资金增加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主要系公司以闲置资金购买理财所致；

应收票据增加主要系公司以应收票据支付货款的情况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季度应收账款到账率要求较年度到账率要求低所致；

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系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主要系预付的工程款/设备款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增加主要系上年年末采取阶段性采购协议减少了应付账款所致；

应交税费增加主要系未交的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增加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筹资所致。

利润表项目、现金流量表项目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管理费用 33,141,627.17 23,546,575.89 40.75%

财务费用 -5,002,699.65 -2,832,062.13 不适用

其他收益 1,995,000.00 200,000.00 897.50%

信用减值损失 -19,949,824.18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5,760,576.01 -21,346,507.6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60,247.91 -4,593,098.32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3,101,009.09 -37,802,521.1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2,801,886.76 -584,905.65 不适用

说明：

管理费用增加，主要系上市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增加主要系收到的转型升级奖励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变动主要由于本期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金融工具减

值损失由资产减值损失项目调整至信用减值损失；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增加且销售回款良好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投资理财金额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筹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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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国忠

日期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3915� � � �证券简称：国茂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0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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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10月

20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9年10月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徐国忠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国茂减

速机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国茂减

速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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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春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孙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南海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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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314,546.80 815,987,378.46 1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24,405,666.78 660,794,696.55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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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98,128.67 91,078,736.07 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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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191,617.60 399,618,203.61 2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9,164,842.88 71,178,623.50 3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0,171,757.62 70,717,260.31 27.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28 11.57 增加2.7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3 0.84 -1.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3 0.84 -1.19

基本每股收益下降原因： 公司于2018年11月26日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每股转增0.4

股），使股本增加，导致每股收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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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891.12 -613,0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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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861.74 11,598,5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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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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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78.45 -181,4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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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235,112.68

所得税影响额 -756.22 -1,575,807.93

合计 57,693.87 8,993,0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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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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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贻意 35,070,000 29.40 35,07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颜茂林 4,240,040 3.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庄小萍 4,200,000 3.52 0 质押 2,750,00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157,293 2.65 0 无 0 其他

苏州夏启中原九鼎医药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3,024,251 2.5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岑均达 2,940,000 2.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任秉钧 2,792,720 2.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沈爱兰 2,716,000 2.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柯泽慧 2,688,000 2.25 2,688,000 质押 820,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号远望基金

1,850,00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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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茂林 4,240,040 人民币普通股 4,240,040

庄小萍 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157,293 人民币普通股 3,157,293

苏州夏启中原九鼎医药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3,024,251 人民币普通股 3,024,251

岑均达 2,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0,000

任秉钧 2,792,720 人民币普通股 2,792,720

沈爱兰 2,7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16,00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高毅邻山1号远望基金

1,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0,000

茆利平 1,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0,000

邱克荣 1,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颜贻意为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泽慧是颜贻意的外甥女；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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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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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金额单位：元

资 产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率

（%）

说明

其他应收款 1,617,932.56 4,518,011.72 -2,900,079.16 -64.19 主要是款项收回所致。

在建工程 324,787,849.42 139,767,546.58 185,020,302.84 132.38

主要是本期募投项目在内的

健康产业园工程建设持续投

入。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5,475,400.70 79,087,883.35 -63,612,482.65 -80.43

主要是本期募投项目在内的

健康产业园工程预付款发票

结算所致。

应付票据 450,000.00 12,628,000.00 -12,178,000.00 -96.44

主要是上期应付票据到期结

算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638,013.71 14,261,261.71 -5,623,248.00 -39.43

主要是本期发放2018年度计

提的年终奖及高层奖励所致。

应交税费 20,100,645.37 7,258,764.30 12,841,881.07 176.92

一方面是本期利润增加及纳

税调增引起企业所得税费用

增加；另一方面是本期销售增

长， 期末应交增值税随之增

加。

其他应付款 129,589,789.74 73,591,927.66 55,997,862.08 76.09

主要是本期尚未支付的制剂

市场费用增加所致。

未分配利润 211,443,512.19 148,062,669.31 63,380,842.88 42.81

主要是本期利润增长，账面未

分配利润增加。

3.1.2利润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率

（%）

说明

销售费用 191,822,492.89 117,134,475.56 74,688,017.33 63.76

主要是本期市场费用增加所

致，市场费用增加主要是公司

为提高制剂产品市场占有份

额， 加强公司药品的学术推

广、市场开发、市场管理和市

场维护工作，由此增加的终端

培训、渠道开发费和学术推广

费用等。

财务费用 -1,939,379.50 -1,277,657.28 -661,722.22 -51.79

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11,598,517.70 725,160.66 10,873,357.04 1499.44

主要是本期政府财政补助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830,565.04 4,206,941.42 -3,376,376.38 -80.26

一方面是上期购买定期存款

等所致，另一方面是本期联营

企业小贷公司的利润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57,200.76 2,562,522.75 -2,405,321.99 -93.87

主要是上期收到区政府的上

市专项奖励金所致。

营业外支出 775,199.95 2,158,958.98 -1,383,759.03 -64.09 主要是上期支付赔偿款所致。

所得税费用 25,408,275.79 16,150,587.12 9,257,688.67 57.32

主要是本期利润增加及纳税

调增引起所得税费用增加所

致。

3.1.3现金流量表情况变化及原因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率

（%）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0,598,128.67 91,078,736.07 89,519,392.60 98.29

主要是本期销售额增加，相

应的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1,183,373.77 92,505,874.42 -243,689,248.19 -263.43

主要是收回上年购买定期存

款等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6,522,351.04 -35,784,000.00 -738,351.04 -2.06

主要是子公司福建华康偿还

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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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颜贻意

日期 2019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03811� � � �证券简称：诚意药业 公告编号：2019-049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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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一一医药制造》和《关

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诚意药业”或“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经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医药制造业 498,189,112.94 135,669,798.93 72.77 25.39 -8.86 10.23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制剂 363,920,730.88 65,633,991.44 81.96 50.33 21.28 4.32

原料药 101,849,502.13 44,841,519.23 55.97 -5.70 -20.21 8.01

中间体及其它 32,418,879.93 25,194,288.26 22.29 -31.34 -34.62 3.90

合计 498,189,112.94 135,669,798.93 72.77 25.39 -8.86 10.23

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按治疗领域划分的经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治疗领域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安神补脑类药物 30,699,242.50 13,230,950.30 56.90 -25.85 -32.86 4.51

关节类药物 155,257,784.06 44,529,344.90 71.32 40.11 46.92 -1.33

抗病毒药物 18,810,591.99 14,919,913.75 20.68 -40.20 -28.83 -12.68

抗肿瘤药物 25,851,842.95 7,796,565.97 69.84 18.02 -21.55 15.21

利尿类药物 85,192,731.51 3,003,290.68 96.47 12.69 8.89 0.12

其它类 155,633,140.12 32,201,728.58 79.31 125.80 20.86 17.97

中间体 26,743,779.81 19,988,004.75 25.26 -43.36 -48.13 6.88

合计 498,189,112.94 135,669,798.93 72.77 25.39 -8.86 10.23

三、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地区经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境内 463,563,197.05 124,133,996.43 73.22 26.98 -7.04 9.80

境外 34,625,915.89 11,535,802.50 66.68 7.41 -24.72 14.22

合计 498,189,112.94 135,669,798.93 72.77 25.39 -8.86 10.23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811� � � �证券简称：诚意药业 公告编号：2019-050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浙江辖区上市公司

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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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使广大投资者能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浙江

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浙江证监局指导、浙江上市公司协会与

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沟通促发展 理性共成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

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

网络远程的方式进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网上互动交流时间为2019年11月5日（星期二）下午15:30-17:00。

届时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相关工作人员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方式

与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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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姜桂廷、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东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李东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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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0,631,629.27 3,570,534,119.74 2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548,076,385.94 2,009,953,108.04 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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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643,829.12 202,821,353.58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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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7,765,514.93 2,140,267,303.70 1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9,682,202.99 219,886,842.50 3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81,851,862.65 208,861,666.43 34.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80% 11.75% 增加1.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9 0.61 29.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9 0.61 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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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89.24 1,501,3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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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6,966.77 7,889,7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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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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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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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881.43 1,170,5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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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639.74 -2,610,113.45

合计 3,031,919.22 7,830,3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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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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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津投资有限公司 137,366,349 34.34 137,366,349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姜桂廷 49,342,700 12.33 49,342,700 无 境内自然人

宋桂花 23,013,100 5.75 23,013,10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家权 21,714,000 5.43 21,714,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天津力天融金投资有

限公司

15,510,000 3.88 15,51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秦立新 12,409,100 3.10 12,409,100 无 境内自然人

拉萨德正投资有限公

司

6,633,000 1.66 6,633,000 质押 6,633,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国海创新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5,951,000 1.49 5,951,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珠海嵩山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嘉

兴嵩胜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500,000 1.37 5,500,000 无 其他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晨创坤股权

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5,500,000 1.37 5,500,000 无 其他

陈荔涵 240,940 人民币普通股 240,940

陈婷婷 20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000

周兰 175,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700

王启名 16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200

阮秀岳 142,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200

杨桂英 14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100

杨文静 1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

朱松林 123,570 人民币普通股 123,5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姜桂廷和宋桂花为夫妻关系，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景津投资有限公司为姜桂廷控制的企

业；李家权和李玲为父女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眭新 280,628 人民币普通股 2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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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少雄 412,100 人民币普通股 4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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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分析

科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比例（%）

管理费用 87,541,071.87 66,260,612.82 32.12%

研发费用 48,388,069.68 33,684,653.10 43.65%

资产减值损失 -16,548,089.89 -8,416,294.66 96.62%

信用减值损失 -10,986,492.29

其他收益 1,259,996.04 11,676,996.04 -89.21%

资产处置收益 1,285,739.61 11,527.48 11053.69%

营业外收入 9,196,085.75 5,702,313.69 61.27%

营业外支出 1,301,367.61 2,463,009.98 -47.16%

1.管理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因经营规模增加，人员薪酬、办公费、差旅等费用增加所致。

2.研发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因公司发展需要，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的主要原因：计提存货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4.信用减值损失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计提应收款项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5.其他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本期收到列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6.资产处置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收到的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8.营业外支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本期债务重组损失减少所致。

3.1.2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分析

科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1,019,239,476.25 541,718,476.26 88.15%

应收票据 171,697,161.25 70,554,757.99 143.35%

预付账款 92,170,225.01 59,595,476.70 54.66%

其他流动资产 68,000.00 9,576,116.97 -99.29%

在建工程 5,060,000.00 9,293,134.81 -45.55%

递延所得税资产 73,907,273.46 55,275,359.80 33.71%

应付票据 0.00 13,198,300.00 -100.00%

应交税费 73,759,333.27 39,576,322.13 86.37%

资本公积 1,192,181,051.16 747,188,734.45 59.56%

1.货币资金增加的主要原因：营业收入及利润增加，现金流入增加，以及IPO发行新股所

致。

2.应收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及收到的银行承兑增加所致。

3.预付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预付采购钢材款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本期发行费用转出所致。

5.在建工程减少的主要原因：上年末在建工程完工转固所致。

6.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减值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7.应付票据减少的主要原因：应付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8.应交税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营业收入及利润增加所致。

9.资本公积增加的主要原因：由于IPO发行新股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分析

科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比例（%）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175,134.50 -1,671,298.79 -17980.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770,353.81 -9,279,956.07 2597.54%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本期购买3亿元银行保本型结构性存款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本期IPO发行新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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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9月12日公司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

司总股本400,035,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0,021,

000元。 该利润分配事项已于2019年9月30日完成。 详见公司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7、

201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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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姜桂廷

日期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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