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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300122

证券简称

:

智飞生物 公告编号

:2020-23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20

年4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653

证券简称：正海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22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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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8日，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

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

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20年4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364

证券简称：中文在线 公告编号：

2020-050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20年4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基煜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煜基金”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自

2020年4月30日起，本公司新增基煜基金为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投资者

可通过基煜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现具体

公告如下：

一、 销售基金范围

自2020年4月30日起， 投资者可通过基煜基金办理如下基金的开户、申

购、赎回等业务。 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C 008221

兴业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兴业养老2035A/C 006894/006895

兴业机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机遇债券C 008222

兴业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增强C 008220

兴业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量化混合C 008218

兴业优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优债增利债券C 008392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400-820-5369

网址：www.jiyufund.com.cn

（2）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电话：400-0095-561

网址：http://www.cib-fund.com.cn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若增加新的业务办理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

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司

关于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

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

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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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燕东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朝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郭伟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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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236,033.05 1,211,722,261.46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6,846,134.87 1,000,747,563.60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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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8,272.11 -184,989,304.14 -1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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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18,172.70 144,397,103.25 -6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98,571.28 25,550,135.36 -7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00,950.62 22,558,853.10 -8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7 1.39 减少1.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1 -75.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1 -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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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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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3,2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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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084.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36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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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405.17

合计 3,197,6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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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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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 206,788,258 33.39 0 质押 151,76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西藏联尔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7,934,743 7.74 0 冻结 47,934,743 境内非国有法人

徐海青 35,000,000 5.65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杭州旗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6,340,785 4.25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天厚地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0,589,701 1.71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杰 6,941,300 1.1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喻志田 3,039,558 0.4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继红 2,800,000 0.4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谢国继 2,485,800 0.4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邵慧萍 2,012,027 0.32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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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 206,788,258 人民币普通股 206,788,258

西藏联尔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7,934,743 人民币普通股 47,934,743

徐海青 3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0

杭州旗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340,785 人民币普通股 26,340,785

北京天厚地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589,701 人民币普通股 10,589,701

张杰 6,941,300 人民币普通股 6,941,300

喻志田 3,039,558 人民币普通股 3,039,558

陈继红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

谢国继 2,48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5,800

邵慧萍 2,012,027 人民币普通股 2,012,0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西藏联尔、天厚地德为原翔通动漫股东；杭州旗吉为配套融资认购方，徐海青为天厚地德股份

转让受让方，除此之外，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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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增加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33,942,556.54 44,085,818.01 -23.01% 主要为退回保证金导致

应交税费 -2,413,023.71 6,920,621.24 -134.87%

主要为利润减少及进项税额增加导

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加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7,318,172.70 144,397,103.25 -60.31% 主要受疫情影响

营业成本 44,227,993.65 91,247,465.02 -51.53% 主要为业务结构调整导致

销售费用 1,962,098.30 3,641,641.28 -46.12%

主要为产品销售下降，相应推广服

务费用有所减少

管理费用 10,603,213.20 14,753,291.60 -28.13% 主要为组织及人员架构调整导致

研发费用 727,277.21 7,752,456.26 -90.62%

主要为业务调整，对技术等资源进

行整合，支出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3,704,266.74 128,000.00 2793.96% 主要为项目补助增加导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09,225.00 3,306,238.00 -103.30% 主要为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变动导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1,719,228.24 -830,968.19 / 主要为账款及时收回导致

所得税费用 920,666.13 2,629,671.31 -64.99% 主要为利润减少导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88,272.11 -184,989,304.14 / 主要为业务结构调整导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939,310.72 -25,698,887.53 / 主要为投资合营企业导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38,372.30 -785,215.05 / 主要为偿还贷款及利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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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燕东来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576

公司简称：祥源文化

证券代码：

300286

证券简称：安科瑞 公告编号：

2020-032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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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于2020年5月18日

下午14:30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8日下午14:3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上午9:15—下午15:00。

5、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3）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 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2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0年5月12日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9、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的相关投资者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安科瑞电气股份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审议《关于安科瑞电气股份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3、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上述议案 1、议案 2、议案 3�须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审议上述议案

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特别说明：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对影响中小投

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计票结果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00 总议案：本次会议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安科瑞电气股份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安科瑞电气股份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

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应

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股东请仔细

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 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2、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2020年5月14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14:00至17:

00；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2020年5月14日下午17：00之前送达或传真（021-69158330）到公

司。

3、登记地点：上海市嘉定区育绿路253号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务必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

身份证明、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和互联网（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1、会务联系

联系人：罗叶兰、石蔚

电话：021-69158331

传真：021-69158330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育绿路253号证券部

邮编：201801

2、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董事会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3：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365286，投票简称：安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5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上午9:15—2020年5月18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

注册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

姓名：

是否委托：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附件3：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出席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注册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明编号（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授权范围：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00 总议案：本次会议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安科瑞电气股份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安科瑞电气股份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

注：1、委托人为单位时需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委托人为自然人时由委托人签字。

2、授权范围应分别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进行指示，如果股东

不作具体指示的，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 （公司）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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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渝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健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金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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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常规患者就医数量与医院处方量大幅减少，非疫情药品及医疗

物资需求下降，同时受到疫情爆发期部分企业停工停产，以及“带量采购” 扩围等政策因素影响，公司非

疫情相关产品销售规模同比有所缩减。公司整体收入同比下降9.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下降35.49%。

在疫情突发与行业政策持续深入调整的压力下，公司一方面按照应急防疫要求完成国内防疫物资采

购储运任务，3月份全球疫情爆发后，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向海外出口各类防疫物资；另一方面，有序开

展复工复产工作，保障公司生产运营平稳有序，继续落实推进公司“一体两翼”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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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40,678,626.01 29,832,661,758.47 1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58,930,269.61 8,994,902,818.73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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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710,926.51 -1,393,799,3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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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5,116,949.03 8,244,790,655.23 -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027,450.88 409,297,376.70 -3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55,910,317.68 408,826,811.76 -37.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9 4.73 下降1.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71 0.3831 -35.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71 0.3831 -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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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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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5,3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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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156.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63,256.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40,140.40

所得税影响额 -1,426,011.03

合计 8,117,1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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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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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41,017,272 41.27 无 国有法人

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07,769,762 10.09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2,023,026 3.00 质押 5,417,437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264,000 2.08 未知 国有法人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14,750,967 1.38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578,501 0.90 未知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190,254 0.39 未知 其他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

产品

3,800,000 0.36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

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3,599,900 0.34 未知 其他

张志林 3,250,400 0.3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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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41,017,272 人民币普通股 441,017,272

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07,769,762 人民币普通股 107,769,762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2,023,026 人民币普通股 32,023,02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26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64,000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14,750,967 人民币普通股 14,750,96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578,501 人民币普通股 9,578,50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4,190,254 人民币普通股 4,190,25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5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99,900

张志林 3,250,400 人民币普通股 3,25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均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通用

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制。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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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付款项期末余额215,171万元，较期初增加136,092万元，增长172.10%，主要由于公司防疫物

资业务预付款增加。

(2)短期借款421,280万元，较期初增加145,681万元，增长52.86%，主要由于公司补充营运资金，外

部融资增加。

(3)合同负债308,203万元，较期初增加142,968万元，增长86.52%，主要由于出口业务订单增长，客

户预收款增加。

(4)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15,281万元，较期初减少10,792万元，下降41.39%，主要由于公司支付

2019年度部分绩效薪酬，应付工资余额减少。

(5)应付股利期末余额4,381万元，较期初增加3,476万元，增长384.01%，主要由于本期企业合并增

加。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100万元，较期初减少8,100万元，下降79.41%，主要由于本期偿还部

分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其他流动负债180万元，较期初减少176万元，下降49.46%，主要由于待转销项税额减少。

(8)长期借款148,170万元，较期初增加36,000万元，增长32.09%，主要由于公司外部融资增加。

(9)税金及附加本年累计金额2,179万元，较上年同减少1,417万元，下降39.40%，主要由于本期已交

增值税同比减少，城市建设维护税和教育费附加等附加税相应减少。

(10)销售费用本年累计金额56,34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0,219万元，下降34.91%，主要由于疫情、

带量采购等影响，医药工业产品销售下降，相应市场推广服务费用有所减少。

(11)研发费用本年累计金额1,5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83万元，增长33.21%，主要由于公司强化研

发工作，加强产品研发力度。

(12)财务费用本年累计金额6,2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554万元，增长69.17%，主要由于公司外部

借款增加，相应利息费用有所增加。

(13)其他收益本年累计金额1,23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37万元，增长531.82%，主要由于取得的

政府补助增加。

(14)投资收益本年累计金额201万元，上年同期为0万元，主要由于对参股企业的投资收益增加。

(15)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年累计金额3万元，上年同期为0万元，主要为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上年同期无该事项。

(16)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本年累计金额-727万元，上年同期9,700万元，主要由于上

年同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及变更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重新计量了信用减值损失。

(17)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本年累计金额-97万元，上年同期为0万元，主要是本期存

货报废损失。

(18)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本年累计金额-5万元，上年同期为-0.05万元，主要是本期

处置固定资产增加。

(19)�所得税费用本年累计金额10,41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312万元，下降37.73%，主要由于本期

利润总额减少。

(20)�收到的税费返还6,58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169万元，增长49.09%，主要由于本期出口退税

金额同比增加。

(2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63,13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2,801万元，增长56.54%，主要

由于本期收到的经营活动保证金及往来款同比增加。

(2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964,3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55,058万元，增长35.96%，主

要由于公司偿还应付账款及防疫物资预付款增加。

(23)�支付的各项税费28,58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3,861万元，下降45.49%，主要由于本期缴纳的

所得税同比减少。

(24)�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1,2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00万元，主要为本期收回到期的交易性金

融资产（结构性存款）。

(25)�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6,231万元，主要由于上年同期收回

定期存款，本期无该事项。

(26)�投资支付的现金2,1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100万元，主要为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结构性

存款）支出。

(27)�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7,4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801万元，主要是本

期收购企业支付的现金。

(28)�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4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00万元，主要是本期子公司收到少数股东出资

款，上年同期无该事项。

(29)�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300,4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00,480万元，主要是本期外部借款增加。

(30)�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35,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5,000万元，主要是本期关联方

资金拆借增加。

(31)�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132,6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3,300万元，增长1325.81%，主要是本期

偿还到期负债增加。

(32)�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8,38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533万元，增长194.22%，主要由

于本期偿还关联方往来款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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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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