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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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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10/23 － 2020/10/26 2020/10/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9月15日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十三次会议及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8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回购资料已提供齐全，根据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上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58,450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办理回购注销，不参与公司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具体方案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十三次会议及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3,772,

016,757股。以实施权益分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上述不参与权益分派的拟回购限制性

股份247,856股后的股本为基数，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8元（含税），以此

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678,918,402.18元 （含税）， 公司2020年上半年现金分红比例为

16.49%。如在本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

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020年9月18日，公司回购注销了部分上述不参与权益分派的限制性股票189,406股，导致

公司总股本和本次不参与权益分派的拟回购限制性股份同时减少189,406股，因此，本次利润

分配将以实施权益分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3,771,827,351股扣减不参与权益分派的拟回购

限制性股份58,450股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8元（含税），以此计

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678,918,402.18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方法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本次利润分配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送转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因此，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

盘价格-现金红利。

公司总股本为3,771,827,351股，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限制性股票拟回购的股份58,

450股后，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3,771,827,351-58,450=3,771,768,901股；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3,771,768,901×0.180）÷3,771,827,351≈0.180元/股；

本次利润分配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前收盘价格-0.

180元/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10/23 － 2020/10/26 2020/10/2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限售流通股现金红利将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持有公司限售股的个人股东，公司暂按10%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0.162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162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如该类股东需本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在本次分配股权登记日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文件（出具需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函、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QFII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有效证明文件）。

（4）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162元人民币。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8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本次权益分派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9-81566863、029-86519912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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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隆20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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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修正前转股价格：52.77元/股

● 修正后转股价格：52.59元/股

● 隆20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0年10月26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92号文核准，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0年7月31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5,000万张，发行总额500,00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已于2020年9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债券简称： 隆20转债， 债券代码：

113038）。

公司于2020年10月19日披露了 《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详见公司2020年10

月1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现将本次利润

分配实施完成后“隆20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公告如下：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2020年9月15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实施权益分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3,771,827,351股扣减不参与

权益分派的拟回购限制性股份58,450股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8

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678,918,402.18元（含税）（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同

日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在隆20转债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具体的转股价格

调整公式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

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公司因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对可转债转股价格进行调整符合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1、本次调整前的转股价格：52.77元/股

2、本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52.59元/股

根据上述派送现金股利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52.77元/股，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18元/股（公司本次利润分

配为差异化分红，每股现金红利计算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本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P1=P0-D=52.59元/股。

3、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0年10月26日。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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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

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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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9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1.67%。本次解

除质押股份数为2,548,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75.00%，占公司总股本1.25%。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苏维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为78,943,146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8.73%。本次林炜先生解除质押后，苏维锋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合计10,234,199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12.96%，占公司

总股本5.02%。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10月16日接到公

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林炜先生通知，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被质押的股份已到期购回解

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股份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林炜

本次解质股份 2,548,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5.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5%

解质时间 2020年10月15日

持股数量 3,397,400股

持股比例 1.6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经与林炜先生确认，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后续将根据股东的资金需要全部或部分用于质

押。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所持有公司股份的解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及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解除后累计质押

数量（股）

质押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质押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苏维锋 62,284,331 30.56% 0 0 0

林爱华 8,635,200 4.24% 8,026,199 92.95% 3.94%

林炜 3,397,400 1.67% 0 0 0

张丽萍 3,378,315 1.66% 2,208,000 65.36% 1.08%

苏庆儒 1,247,900 0.61% 0 0 0

合计 78,943,146 38.73% 10,234,199 12.96% 5.02%

注：表中合计持股比例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不一致系四舍五入造成。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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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纵横转债” 开始转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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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转债转股代码：191573

● 转股简称：纵横转股

● 转股价格：18.81元/股

●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0年10月23日至2026年4月16日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9]2580号文核准，杭

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本公司” ）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

发行270万张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7,000万

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0]124号文同意， 公司发行的27,000万元可转债于

2020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纵横转债” ，债券代码“113573” 。

根据《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及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纵横转债” 自2020年10月23日起可

转换为公司股份。

二、纵横转债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发行规模：27,000万元人民币

（二）票面金额：100元

（三）票面利率：第一年0.50%、第二年0.70%、第三年1.20%、第四年1.80%、第五年2.50%、第

六年2.80%。

（四）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0年4月17日至2026

年4月16日。

（五）转股期起止日期：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4月23

日，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1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自

2020年10月23日至2026年4月16日止。

（六）转股价格：初始转股价格为24.49元/股。因公司2019年年度派发现金红利和转增股

本，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纵横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4.49元/股调整为18.81元

/股。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代码和简称

可转债转股代码：191573

可转债转股简称：纵横转股

（二）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报盘方

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纵横转债” 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一交

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本公司将于

转股申报日的次一个交易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兑付。

4、可转债转股申报方向为卖出，价格为100元，转股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5、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际可转

债数量(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三）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2020年10月23日至2026年4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

正常交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纵横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四）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

销）可转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五）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易日

上市流通。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七）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纵横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即2020年4

月17日。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份的可转债不享受当期及以后

计息年度利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纵横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24.49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8.81元/股。

2020年5月19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4元（含税），每10股以公积金转增3股，不送红股。

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纵横转债” 的

转股价格由24.49元/股调整为18.8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2日披露的《关于利

润分配及转增股本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送红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配股或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

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

入）：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初始转股价，n为送股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

每股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

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

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

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

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

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

关规定来制订。

（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

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

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

票面值。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

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

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执行。

五、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纵横转债” 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

的《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1-8767� 2346

电子邮箱：zqb@freelynet.com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3602� � � �证券简称：纵横通信 公告编号：2020-036

转债代码：113573� � � �转债简称：纵横转债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调整可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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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前转股价格：24.49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18.81元/股

●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0年6月8日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

为27,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于2020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转债简称

“纵横转债” ，转债代码“113573” ）。“纵横转债”存续起止日期为2020年4月17日至2026年4月

16日，转股起止日期为2020年10月23日至2026年4月16日，初始转股价格24.49元/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0年5月19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4元（含税），每10股以公积金转增3股，不送红股。

根据《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及有关规定，在“纵横转债” 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

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公司将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

调整。

公司本次因实施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对可转债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符合

《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或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

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

位四舍五入）：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初始转股价，n为送股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

每股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条款，因公司2019年年度派送现金红利和转增股本，“纵横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

由24.49元/股调整为18.8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8日（除息日）起生效。

“纵横转债” 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0年10月23日至2026年4月16日，目前“纵横转债” 尚未

进入转股期，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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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肖卫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永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郑利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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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1,553,105.40 3,320,000,402.42 5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670,775,395.55 2,868,011,899.97 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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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9,961.38 377,389,909.80 -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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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69,181.43 754,779,950.80 -2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6,897,176.05 55,372,335.79 -20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191,443.30 125,218,285.17 -13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70 1.67 减少3.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19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190.9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46.03 26.35 增加19.68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受到疫情及竞争加剧的双重影响，销售收入相比上年同期下降22.35%；同时，

随着新产品的上市及研发项目进展的稳步推进， 销售费用及研发费用的投入相比上年同期

均有所增加；研发费用于报告期内发生额为23,804.89万元，相比上年同期涨幅为22.43%。受上

述因素的综合影响，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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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07.79 -388,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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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91,937.02 37,647,6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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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5,725.42 15,259,6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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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86,132.65 -69,525,7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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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508.87 -2,050,394.74

所得税影响额 2,146,470.16 3,351,124.28

合计 -11,076,116.71 -15,705,732.7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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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富健藥業有限公司 221,518,988 35.95 221,518,988 221,518,988 无 0

境外法

人

上海兴生药业有限公司 212,658,228 34.51 212,658,228 212,658,228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39,614,607 6.43 39,614,607 39,614,607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達佳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25,160,657 4.08 25,160,657 25,160,657 无 0

境外法

人

上海昊颔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19,206,564 3.12 19,206,564 19,206,564 无 0 其他

上海浦东领驭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11,339,405 1.84 11,339,405 11,339,405 无 0 其他

上海浦东田羽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10,965,428 1.78 10,965,428 10,965,428 无 0 其他

GrandPathHoldingsLimited 10,408,922 1.69 10,408,922 10,408,922 无 0

境外法

人

唐杰晖 5,668,993 0.92 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海翃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717,472 0.60 3,717,472 3,717,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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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杰晖 5,668,993 人民币普通股 5,668,993

郝俊 1,242,625 人民币普通股 1,242,625

甘晓娟 802,368 人民币普通股 802,368

李红燕 683,795 人民币普通股 683,795

张静杰 570,866 人民币普通股 570,866

董敏 487,800 人民币普通股 487,800

廖彬 364,639 人民币普通股 364,639

罗庆 322,939 人民币普通股 322,939

刘文华 254,679 人民币普通股 254,679

王素勤 215,046 人民币普通股 215,0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富健药业、兴生药业、沈阳三生、香港达佳、浦东田羽、GrandPath、上海翃熵

该七名股东均受LOUJING实际控制；

2、沈阳三生直接持有上海翃熵100%股权；上海翃熵直接持有兴生药业

96.25%股权；

3、沈阳三生直接持有浦东田羽23.50%的出资份额，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辽宁三生间接持有浦东田羽76.50%的出资份额， 合计直接和间接持有浦东

田羽100%出资份额；

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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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相关报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342,804,589.01 890,854,551.62 162.98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IPO募集

资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559,294,590.72 250,353,499.99 123.40

主要系新增银行理财产品所

致。

应收票据 7,885,183.52 22,502,936.98 -64.96 主要系销售收入下降所致。

应收账款 164,173,272.86 287,979,030.64 -42.99 主要系销售收入下降所致。

预付款项 26,054,172.64 10,059,109.32 159.01

主要系采购规模扩大， 预付材

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664,537.94 1,097,677.55 -39.46 主要系应收员工款减少。

在建工程 376,196,199.01 274,600,578.86 37.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加大工程项目

投入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76,107,267.66 53,167,679.52 43.15

主要系本期亏损增加， 产生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所致。

合同负债 5,778,230.84 213,427.31 2,607.35 主要系新增预收货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0,328,398.26 49,220,226.98 42.89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 报告期内

延缓缴纳社会统筹金额所致。

应交税费 5,524,078.67 39,295,632.06 -85.94

主要系应交所得税和应交增值

税额减少所致。

资本公积 2,273,151,642.85 471,937,254.60 381.66

主要系本报告期IPO增发的股

本溢价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499,154.50 675,704.12 -469.86

主要系报告期内外币报表折算

差异增加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72,698,946.12 187,411,690.81 -61.21

主要系上年同期一次性记入股

权激励费用10,772.98万元所致。

财务费用 -9,302,287.92 -28,264,758.14 /

主要系上年同期存在关联方借

款利息收入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3,162,216.69 12,982,758.03 -75.64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账款预计

信用损失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

失以“-”号填列）

15,259,640.36 10,244,401.46 48.96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的银行理

财收益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8,247,509.16 /

主要系报告期内对联营公司的

投资损失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37,647,618.16 17,258,289.21 118.14

主要系报告期内取得的政府补

助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69,525,709.79 18,645,316.55 272.89

主要系报告期内捐赠支出增加

所致。

所得税费用 -20,047,644.58 -5,310,137.03 /

主要系报告期内可弥补亏损增

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719,961.38 377,389,909.80 -95.57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减

少， 销售回款相比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49,129,825.53 171,331,828.80 -362.14

主要系报告期内主要为投资理

财产品支出， 而上年同期收回

对外借款导致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金额较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85,636,401.24 44,367,221.00 4,150.07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IPO募集

资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3,453,751.91 2,411,762.70 -243.20 主要系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449,772,785.18 595,500,722.30 143.45

主要系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

现金净流入减少、 投资活动产

生现金净流出增加以及筹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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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新冠疫情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公司2020年1-9月销售下滑；新产品上市后市

场推广费用增加以及随着研发项目的稳步开展，研发费用亦不断增加；同时，为更好布局广阔

市场以及应对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未来公司不排除对主营产品价格进行调整的可能；本公

司预计2020年度可能出现累计净利润为亏损的情况， 相比上年同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

降。该预测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不构成盈利预测，最终以实际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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