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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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Li（李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Ellis� Bih-Hsin� Chu（朱璧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瑾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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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释义

常用词语释义

公司、本公司、药明康德 指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药明康德及其子公司

本报告期、报告期 指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报告期末 指 2020年3月31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的普通股，包括A股及H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药物研发服务平台，总部设于中国上海，通过在中国、美国及欧洲等全球各地设立的29个运营基地和分支机构为

超过3,900家客户提供小分子化学药的发现、研发及生产的全方位、一体化平台服务，以全产业链平台的形式面向全球制药企业提供各

类新药的研发、生产及配套服务，并开展部分医疗器械检测及精准医疗研发生产服务。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22,233名员工，其中

7,482名获得硕士或以上学位，1,049名获得博士或同等学位。 按照职能及地区划分明细如下：

岗位

中国

（包括香港）（人）

美国（人） 欧洲（人） 总计（人）

研发 17,102 906 47 18,055

生产 1,494 253 - 1,747

销售 22 77 14 113

管理及行政 1,874 439 5 2,318

总计 20,492 1,675 66 22,233

公司将继续通过招聘、培训、晋升等方式留任优秀人才，以维持公司高水准的服务、行业领先的专业地位，持续满足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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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31,316,974.00 29,239,134,370.82 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7,750,799,282.73 17,312,255,409.07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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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244,433.96 190,076,618.09 4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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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7,514,732.38 2,769,465,924.23 1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03,041,531.22 386,478,627.69 -2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5,710,507.63 494,915,052.61 -24.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 2.13 减少0.40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 2.73 减少0.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4 -2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4 -25.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23 0.31 -25.81

本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77.26%，主要系各业务板块增长和及时收回应收款项。

关于基本每股收益以及稀释每股收益，2019年7月，公司执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4股。 转增前公司总股本为1,170,030,939股，本次转增共计468,012,375股，转增后总股本为1,638,043,314股。 公司已按转

增后的股数计算报告期间的基本和稀释每股收益，并也相应地调整了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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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1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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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29,4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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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41,623.98

其中包括：

非套期保值用途的远期外汇合约持有期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结算损失人民币3,733.76

万元， 所投资标的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人民币

10,492.75万元，抵减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

及处置收益人民币2,428.43万元， 可转债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人民币1,532.16万元和处置投资

标的收益人民币1,091.76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04,174.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257.03

所得税影响额 -12,532,719.56

合计 -72,668,9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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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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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NOMINEES�LIMITED （注

1）

170,491,427 10.3258 0 无 0 境外法人

G&C�VI�Limited 113,400,000 6.8680 113,400,000 无 0 境外法人

SUMMER� BLOOM�

INVESTMENTS（I）PTE.�LTD.

103,660,271 6.2782 0 无 0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2） 97,320,393 5.8942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WuXi�AppTec�(BVI)�Inc. 97,019,174 5.8759 0 无 0 境外法人

G&C�IV�Hong�Kong�Limited 82,928,160 5.0225 82,928,160 无 0 境外法人

Glorious�Moonlight�Limited 75,255,793 4.5578 0 无 0 境外法人

G&C�V�Limited 57,946,140 3.5095 57,946,140 无 0 境外法人

上海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

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830,100 3.1391 51,830,10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国开博裕（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嘉世康恒（天津）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8,132,590 2.91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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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NOMINEES�LIMITED（注1） 170,491,427 境外上市外资股 170,491,427

SUMMER�BLOOM�INVESTMENTS（I）PTE.�LTD. 103,660,271 人民币普通股 103,660,27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2） 97,320,393 人民币普通股 97,320,393

WuXi�AppTec�(BVI)�Inc. 97,019,174 人民币普通股 97,019,174

Glorious�Moonlight�Limited 75,255,793 人民币普通股 75,255,793

国开博裕（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嘉世康恒

（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132,590 人民币普通股 48,132,590

HCFII�WX（HK）Holdings�Limited 35,272,913 人民币普通股 35,272,913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22,038,540 人民币普通股 22,038,540

上海金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653,447 人民币普通股 17,653,447

ABG－WX�HOLDING（HK）LIMITED 16,611,682 人民币普通股 16,611,68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G&C�VI�Limited、G&C�IV�Hong�Kong�Limited、

G&C�V�Limited同为Ge�Li�（李革）控制；Glorious�Moonlight�Limited�提

名并获选委任的公司董事Xiaomeng�Tong（童小幪）的近亲属持有嘉世康

恒（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最终控制方博裕（上海）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本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Glorious�

Moonlight�Limited�提名并获选委任的公司董事Xiaomeng�Tong （童小

幪）的近亲属持有嘉世康恒（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最终控制

方博裕（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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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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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1-3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1-3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44,328,171.03 126,154,429.05 -135.14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36,829,427.60 18,509,601.94 98.97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9,832,591.23 211,433,382.78 -133.0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确认被投企业WuXi�Healthcare�

Ventures�II�L.P.持有损失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76,511,465.23 -134,499,892.43 不适用

主 要 系 本 报 告 期 内 投 资 的 已 上 市 公 司 Hua�

Medicine,�Inc的公允价值损失，对比上一期间上市

公司Unity�Biotechodlgy,Inc所确认的公允价值损

失，有所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3,971,410.22 -1,834,312.04 不适用

公司根据预计信用损失模型计算坏账准备， 由于本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良好， 应收账款余额较

去年年末有所下降，因此转回坏账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 -604,777.15 189,182.08 -419.68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计提原材料减值准备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961,351.15 -1,335.2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处置仪器设备损失

营业外收入 420,769.14 282,333.65 49.03

主要系本报告期获取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

助所致

营业外支出 4,835,914.68 3,237,017.00 49.39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和消耗性生

物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本期期末金额较

上期期末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衍生金融资产 7,828,088.15 36,755,179.22 -78.70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美元增值， 使得公司签订的远期外

汇合同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应收票据 5,965,075.43 24,734,692.87 -75.88 主要系上年末应收票据到期承兑收到款项

预付款项 133,850,351.58 92,158,061.18 45.24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预付的材料采购款及服务费增加

应付票据 10,017,373.77 19,089,888.52 -47.53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付票据到期承兑支付

应付账款 757,187,251.71 573,097,931.92 32.12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采购增加，应付账款同步增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3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3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97,244,

433.96

190,076,618.09 477.26 主要系各业务板块增长和及时收回应收款项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36,259,

278.43

-1,160,339,

602.81

不适用 主要由于本期内赎回理财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2,192,578.26 367,396,703.29 -36.80

主要由于2019年第一季度超额配售收到现金流入人

民币3.08亿元及借款融资现金流入人民币1.20亿元，

对比本期借款融资现金流入人民币2.95亿元， 较上年

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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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24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对象为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数量不超过75,000,000股（含75,000,000股），且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652,794万元（含652,794万元）。 最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计算至个位数（计算结果向下取整），并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文件为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的发行期首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

股票交易均价的80%。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同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发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将向不少于6

名符合相关条件的投资者增发不超过68,205,400股（含68,205,400股）H股（以下简称“本次增发H股” ）。 最终增发H股的发行数量，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法律规定、监管机构批准及市场情况确定。 本次增发H股的定价基准不得低于厘定配售或

认购价格日期中的前五个营业日的平均收市价的80%并须符合当时之中国惯例。 本次增发H股股票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

会会议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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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Ge�Li（李革）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3259� � �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2020-025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0

年第一次

A

股

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0

年第一次

H

股类

别股东会议的再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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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5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5月15日14点00分开始依次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

召开地点：上海外高桥喜来登酒店，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28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5月15日

至2020年5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沪股通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报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7 《关于续聘2020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8 《关于核定公司2020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 √

9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11

《关于修订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

案》

√

12 《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3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14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1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

1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

17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18.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18.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18.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18.03 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

18.0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18.05 发行数量 √

18.06 限售期 √

18.07 上市地点 √

18.08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18.09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决议的有效期 √

18.10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

19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2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21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

22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2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董事长和/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士全权办理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的议案》

√

24 《关于公司增发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5.00 《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7）人

25.01 Ge�Li（李革） √

25.02 Edward�Hu（胡正国） √

25.03 Steve�Qing�Yang（杨青） √

25.04 张朝晖 √

25.05 Ning�Zhao（赵宁） √

25.06 Xiaomeng�Tong（童小幪） √

25.07 Yibing�Wu（吴亦兵） √

26.00 《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5）人

26.01 Jiangnan�Cai（蔡江南） √

26.02 刘艳 √

26.03 娄贺统 √

26.04 张晓彤 √

26.05 冯岱 √

27.00 《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27.01 Harry�Liang�He（贺亮） √

27.02 王继超 √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还将听取《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 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

3 《关于公司增发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三)� 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

3 《关于公司增发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本公司2020年3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以及第一届监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的具体内容请参见于2020年3月2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 本次会议的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第5、9、10、11、12、15、16、18、19、20、23、24项议案；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

2、3项议案；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2、3项议案。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8、13、18、22、25、26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

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

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3。

(七)�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在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投票，将视同其在公司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上对A股类

别股东会议对应议案进行了同样的表决。 参加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将分别在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

会议上进行表决。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有权出席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259 药明康德 2020/5/1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如欲出席现场会议，须提供以下登记资料：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营业执照、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人代表人

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营业执照、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附件2）。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还应持有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附件2）。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

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单位的，还应持有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

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附件2）。

4、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或互联网投票平台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二)�现场会议的登记时间

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13:30-14:00，上述时间段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

(三)�现场会议的登记地点

上海外高桥喜来登酒店，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28号。

六、 其他事项

1、 会务联系人：姚驰

2、 联系电话：021-20663091

3、 传真电话：021-50463093

4、 邮箱：ir@wuxiapptec.com

5、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富特中路288号

6、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7、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详见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通告及通函。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附件1：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2：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授权委托书

附件3：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5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报告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6 《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7 《关于续聘2020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 《关于核定公司2020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

9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11

《关于修订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

案》

12 《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3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4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1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17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18.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8.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8.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8.03 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18.0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18.05 发行数量

18.06 限售期

18.07 上市地点

18.08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18.09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决议的有效期

18.10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19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2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21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22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2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和/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的议案》

24 《关于公司增发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25.00 《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5.01 Ge�Li（李革）

25.02 Edward�Hu（胡正国）

25.03 Steve�Qing�Yang（杨青）

25.04 张朝晖

25.05 Ning�Zhao（赵宁）

25.06 Xiaomeng�Tong（童小幪）

25.07 Yibing�Wu（吴亦兵）

26.00 《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6.01 Jiangnan�Cai（蔡江南）

26.02 刘艳

26.03 娄贺统

26.04 张晓彤

26.05 冯岱

27.00 《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27.01 Harry�Liang�He（贺亮）

27.02 王继超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

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授权委托书

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授权委托书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5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3 《关于公司增发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

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3：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

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

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

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

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

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

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重要提示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与其子公司合称“本

集团” ）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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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现有董事八人，出席董事八人。

本公司负责人王宏先生（董事长）、麦伯良先生（执行董事、CEO兼总裁）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曾邗先生（财务总监）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

完整。

本报告中“报告期” 或“本期” 指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止的三个月。

本报告中本公司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亦称“H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亦称“A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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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千元

报告期末

（2020年3月31日）

上年度末

（2019年12月31日）

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75,842,864 172,107,521 2.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权益 38,746,011 39,253,886 (1.29%)

报告期

（2020年1-3月）

上年同期

（2019年1-3月）

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852,177 19,099,547 (17.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净利润 (641,450) 405,681 (258.1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539,324) 331,460 (262.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3,955) (599,434) (140.89%)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929) 0.0993（注） (294.26%)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929) 0.0992（注） (294.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8%) 1.06% (3.04%)

注：2019年6月28日，本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股份转增2股股份，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第十三条规定，本公司已按调整后

的股数重新计算2019年度的每股收益。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58,69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97,543

除同本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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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和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等取得的投资收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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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073)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净收益 34,5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626

所得税影响额 13,4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943)

合计 (10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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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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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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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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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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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10户

（其中：A股股东80,981户，H股登

记股东29户。 ）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无

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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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注1） 境外法人 58.17% 2,085,974,076 - - -

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注2） 境外法人 14.46% 518,606,212 -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7% 84,959,608 -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7% 45,592,560 - - -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账户

（注3）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1% 11,152,383 - - -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1% 11,102,880 - - -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1% 11,054,160 - - -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1% 10,980,360 - - -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0% 10,912,920 - - -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0% 10,842,719 - - -

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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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注1）

2,059,676,34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059,676,340

26,297,736 人民币普通股 26,297,736

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注2） 518,606,212 人民币普通股 518,606,21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4,959,608 人民币普通股 84,959,60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5,592,560 人民币普通股 45,592,560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账户（注3） 11,152,383 人民币普通股 11,152,383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102,88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2,88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054,160 人民币普通股 11,054,16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980,360 人民币普通股 10,980,36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912,920 人民币普通股 10,912,92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842,719 人民币普通股 10,842,7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注1：本公司H股股东中，非登记股东的股份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为持有。 于2020

年3月31日，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共代为持有本公司2,085,974,076股，包括：26,297,736

股A股和2,059,676,340股H股，这些H股中，包括（但不限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其子公司（包

括：招商局国际（中集）投资有限公司等）持有的880,429,220股H股，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通过

其子公司（包括：Long� Honour�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的30,386,527股H股和中远集装箱工业有

限公司持有的264,624,090股H股）持有的295,010,617股H股，以及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持有

的144,782,580股H股。

注2：于2020年3月31日，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518,606,212股A股，另外持有上述

已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的本公司264,624,090股H股（见注1）。

注3：于2020年3月31日，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1,152,383股A股，另外持有上述

已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的本公司144,782,580股H股（见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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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2020年第一季度，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全球面临的经济局势更为严峻和复杂。 随着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以及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加之国内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面

临下行压力。 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金融市场动荡对经济运行带来了重大影响，中国经济正在遭受着

严重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虽然得到有效控制，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呈现进一步蔓延趋势，且国

外疫情发展不确定性较高，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较为复杂。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经济运行带来明显影

响，但中国经济有巨大的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针对目前特殊时期集团的严峻形势，本集团采取了一系列关键举措：成立“特殊时期决策委员会” ，

成为集团临时的在日常管理层面的最高决策机构；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意识，落实管控措施；在特殊时

期状态下加强集团对各业务的统筹协调，确保经营步调一致；采取动态的工作机制。 本集团过去常规状

态下的组织、流程、计划、运营等都要做调整，要按照特殊时期的特定目标，采取特殊的方式运营，确保本

集团能够安然度过此次危机。

报告期，本集团各业务板块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不同程度影响，销售未达预期，导致本集团一季度

营业收入同比下滑，业绩出现亏损。 报告期，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58.52亿元（上年同期：人民币

191.00亿元），同比下降17.00%；录得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净亏损人民币6.41亿元（上

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净利润人民币4.06亿元），同比下降258.12%；基本每股亏

损为人民币0.1929元/股（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0.0993元/股），同比下降294.26%。 本集团各

板块业务经营情况请参见如下：

2020年一季度，本集团集装箱制造业务尽管在手新箱订单价格同比去年已经有所提升，但为了配合

政府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各企业春节后复工时间均有不同程度的推迟，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了一

定影响。 报告期内， 本集团集装箱制造业务干货集装箱累计销量16.45万 TEU （上年同期：22.99万

TEU）， 同比下降约28.45%； 冷藏箱累计销量2.52万 TEU （上年同期：3.26万 TEU）， 同比减少约

22.70%。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影响，因此集装箱需求量有所下降，但在各国财政新

政刺激，以及逐步重启经济之后，未来集装箱市场有望恢复到正常状态。

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延，本集团道路运输车辆业务同样受到了影响。 报告期

内，本集团道路运输车辆业务的中国企业已基本复工、复产。 道路运输车辆业务重视供应链与现金流的

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提前做好了供应链的布局与现金流管理工作， 保证了国内以及海外企业的订单销

售、生产与交付。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大力推动新老基建，包括5G、云计算、大数据等投资，将有利于道路

运输车辆部分基建类车辆产品未来市场需求。 随着升级产品模块、完善灯塔工厂、启动营销变革等手段

的落实，会为本集团道路运输车辆业务实现半挂车制造向半挂车制造+服务运营纵深发展带来巨大的发

展机会。

2020年第一季度，受惠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及中国政府持续推动清洁能源，尤其是液化天然气

应用的影响，本集团清洁能源、化工环境及液态食品业务的市场需求保持相对平稳。 但报告期内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旗下企业复工受到一定影响，我们积极应对，有效保障经营工作的有序开

展。

2020年第一季度， 本集团海洋工程业务工程项目建造方面：Nordlaks�养殖工船倾斜试验完成，计

划2020年二季度装船交付；瑞典滚装船H487、Y-TYPE游艇运输船H485在2020年3月举行开工仪式；新

订单方面：已签约的新订单合计价值为1.2亿美元，主要包括：与Yinson� Boronia� Prodiction� BV签订

了Yinson� Manifold模块项目合同， 以及与交通部广州打捞局签订了三峡集团和中节能集团海上风电

导管架两个项目订单。

2020年第一季度，本集团空港、消防及自动化物流系统业务情况主要包括：（1）空港装备业务：目前

在手订单充足。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转趋稳定下，本集团登机桥及桥载设备多数项目目前仍如期安排在下

半年实现交付验收和销售确认。 随着疫情平稳及政府政策的实施，市场对机场设施的总体需求仍将呈现

较大的增长。2月中标菲律宾克拉克国际机场的登机桥及桥载项目订单，订单金额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

GSE（机场地面设备）业务方面，摆渡车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致力开发其他环保特种车辆，迎合“绿

色机场” 的需要。（2）消防及救援车辆业务：市场、产品、生产各方面的战略布局上也进一步得到了完善，

为下一步迈向行业冠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通过调整生产工艺、整合供应链等措施积极应对疫情

影响。 （3）自动化物流系统业务：将继续进行业务及市场聚焦，在专业化和高效交付两个层面形成竞争

优势。 （4）智能停车业务：2019年中标深圳市首个全球首创的立体电动公交大巴首末站项目后，本集团

自主研发以及业内首创的“机械式智能公交立体停车库” 预计可获得较大优势。 同时，积极寻求合作或

进行战略性的业务调整，探求智能停车业务价值新的实现方式。 该板块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新基建的投

资领域，在国家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下，未来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020年第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根据第一商用车网数据统计，国内重卡行业市场累计销量

为27.41万辆（上年同期：32.55万辆），同比下降15.79%。 报告期内，本集团重型卡车业务采取积极的营

销策略，疫情期间复工复产安排有序，完成销量1,330�台（上年同期：991�台），同比增长34.21%。

2020年第一季度，受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对物流行业和市场产生较大冲击。 疫情相关贸易国经

济或迎来低谷期，国际联运、项目物流等总体需求可能出现下滑，因此对各主要业务均造成不同程度的

影响。 本集团物流服务业务积极应对，多项措施并举，控制损失、危中寻机。 一方面组织全球运输网点和

通道，积极援助湖北等抗疫一线，为防疫物资提供免费的物流服务；另一方面密切联系客户保障服务质

量并加强成本管控。

2020年第一季度，本集团产城业务主要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工程建设施工进度，致使很多项目

未达到竣工验收交付条件而不能确认为营业收入。 报告期内，深圳光明新区低轨卫星物联网产业园、上

海宝山地块项目、深圳前海启动区项目一期等原有项目仍处于紧张有序的全面建设阶段。

2020年一季度，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强化金融服务，积极满足成员企业资金需求，新增信贷投放

总量超人民币30亿元，同比增长超36%，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产业提供差异化的优惠金融服务，加大对

集团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同时，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获得国家外管局有关办理人民币与外汇衍生品

业务的批准，金融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将有助于集团进一步降低外汇交易成本。 中集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始终坚持“产融协同” 的战略定位，聚焦集团主业生态，以专业化子公司提升组织能力和专业化

能力，进一步加强与集团各产业板块的经营协同和金融协同，持续优化和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升

客群质量，优化资产组合。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融资租赁业务带来了阶段性影响，一季度新

业务投放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但整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 2020年一季度，集团海工资产运营管理业务在

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油价的双重压力下基本维持平稳，10座有租约资产均正常上租，“蓝鲸2号” 超深水

钻井平台助力我国可燃冰试采二期项目成功；“仙境烟台号” 半潜平台、“湾钻” 系列自升式钻井平台等

均在挪威北海、里海、渤海湾等地维持正常作业。 同时，为了进一步应对下行压力，海工资产运营管理业

务正积极实施多项降本增效举措，积极开拓挪威北海、墨西哥湾等区域市场，争取盘活和处置资产。

在新业务拓展方面，单元化物流载具作为贯穿物流供应链始终的纽带，是中集多种物流装备业务的

自然延伸，2020年3月中集载具控股有限公司正式设立， 成为集团战略新兴业务单元。 随着全球智能制

造、智慧物流、数字化供应链的发展，中集载具控股有限公司顺应单元化载具标准化、信息化趋势，将为

国内外汽车、化工等制造业客户，以及零售快消、电商快递、医药行业客户提供集“载具制造、租赁运营、

多式联运” 于一体的装备服务解决方案。 此外，在年初国内外抗疫过程中，中集模块化建筑投资有限公

司、 深圳市中集冷链科技有限公司等新业务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承建了多个城市的应急医疗和救治设

施，提供了储存应急物资与生鲜食品的模块化冷库，以及医药冷链运输包装和全程监控。

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千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增减变动 大幅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800,066 1,236,504 (35.30%)

主要是本报告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票据和应收款项减少

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017,707 4,106 49040.45%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发行人民币20亿元超短

期融资券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变动 大幅变动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323,112) (33,884) (853.58%)

主要是本报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损失人民币0.47亿元，衍生工具公允价值损

失人民币2.76亿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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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本集团内控建设进展情况

2020年第一季度，根据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内外部政治经济形势造成的深远影响，公司及时调整

年度风控规划，确定贴近战略和业务、抓风控红线、聚焦能带来价值的风控工作策略。 具体包括：（1）

针对下属业务板块/企业的需求和痛点，协调各方资源，推进重大风险专项治理项目的立项；（2）完成

本年度风险评估工作，通过对公司核心干部问卷调查、高管访谈，以及近年来外部风险和内控审计发

现问题的统计分析，识别出公司2020年度重大、重要风险；（3）完成直管企业的风控考核工作，将风控

工作责任传导至各成员企业，风控考核结果与绩效奖金挂钩；（4）继续针对敏感业务/管理模块，开发

系列风控指引、配套试题库及风控案例集，构建风控网格化管理架构；（5）推出系列风控制度，完成

2020年度风控审计专业人才评审，提升公司风控审计团队专业能力；（6）完成风控信息平台培训课件

的开发工作，推动各级组织参加平台的运用和维护，同时推出境外风控信息平台，两平台通过境内外

法律法规、风险信息及亮点的横展，撬动公司境内外各级组织的风控自主管理。

2、报告期本公司A股股票期权计划的实施情况

为建立及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并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及员工个人利益有机结合，2010年9

月17日，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根据该计划，本公司分别于2011年1

月26日及11月17日完成第一批54,000,000份股票期权（以下简称“第一批股票期权” ）及第二批6,

000,000份预留股票期权（以下简称“第二批股票期权” ）的授予登记。

2015年5月12日，经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一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达到行权条件，实际行权期为2015年6月2日至2020年9月27日，可行权总数为39,660,000份。 2015年

10月9日，经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达到行权

条件，实际行权期为2015年10月24日至2020年9月27日，可行权总数为4,132,500份。 2019年6月28

日， 经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2次会议审议，2019年6月28日本公司2018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完

毕后，第一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剩余可行权数量为19,456,488份，第二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的剩余可行权数量为2,670,660份。 第一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调整为人民币8.06元/份，第二批股票

期权的行权价调整为人民币12.67元/份。

报告期内，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总数为1,570,420份，占总额（调整后）的2.68%，其中：第

一批股票期权共行权1,570,420份，第二批股票期权共行权0份。 实施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本公司

报告期内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3、 报告期内及期后的重要事项

（1）2020年2月25日，本公司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

行完成，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2月26日全额到账。 本期超短期融资劵发行金额为

人民币20亿元，发行利率为1.8%（年化）。 国家开发银行为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的主承销商，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为联席主承销商。 相关信息可查阅本公司于2020年2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发布的公告（ 公告编号：【CIMC】2020-004）及香港

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2）2020年3月23日，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1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本公司以利润

分享计划奖金结余资金设立信托计划并注资到合伙企业后，由合伙企业用于在二级市场购买本公司H

股股票的运作方案。 运作方案的资金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3.43亿元，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有效期为

10年。 根据运作方案制订的《中集集团利润分享计划结余资金信托计划暨运作方案（草案）》下的信

托计划（第一期）的资金规模为人民币2亿元，存续期为5年。该事项尚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信

息可查阅本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

com）发布的公告（ 公告编号：【CIMC】2020-008及【CIMC】2020-009）及香港联交所网站

（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3）2020年3月26日，经与本公司审计师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沟通，为了

更加真实、 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 基于谨慎性原则， 本集团

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6,029,373千元。相关信息可查阅本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发布的公告（ 公告编号：

【CIMC】2020-013）及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4）2020年3月26日，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非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中集产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产城” ），按照其持股比例，分别对关联/连方招

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太子湾商融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融

置业” ）、深圳市太子湾商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泰置业” ）、及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之控

股子公司曲靖市中碧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靖中碧瑞” ）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中集

产城为商融置业、商泰置业、曲靖中碧瑞提供担保的最高金额分别为人民币3.43亿元、人民币3.43亿

元、人民币4.9亿元。 相关信息可查阅本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发布的公告（ 公告编号：【CIMC】2020-015）及在香港联交所网

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5）2020年3月26日，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拟对《中国国

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部份条款进行修订。 该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信息可查阅本公司于2020年

3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发布的公告（ 公

告编号：【CIMC】2020-018）及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6）2020年3月26日，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拟申请注册

发行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中期票据、人民币20亿元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亦称“永续中票” ）及人民

币8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该事项尚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信息可查阅本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发布的公告（ 公告编号：

【CIMC】2020-019）及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7）2020年3月26日，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拟向符合《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次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总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含80亿元）。 该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且最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相关信息可查阅本公司

于2020年3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发布的公

告（ 公告编号：【CIMC】2020-020）及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8）2020年4月13日，中集产城2020年度第一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以下简称“第一期

PPN” ）发行完成，第一期PPN的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4月13日全额到账。 第一期PPN实际发行金额为

人民币5亿元，发行利率为5.5%（年化）。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第一期PPN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联席主承销商。 相关信息可查阅本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发布的公告（ 公告编号：【CIMC】2020-022）

及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9）2020年4月16日，中集产城拟以其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集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宏

投资” ）及深圳市集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远投资” ），对关连方深圳市碧桂园房地产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碧桂园” ）提供财务资助。深圳碧桂园按30%比例接受财务资助金额合计不超

过人民币22.58亿元。 其中集宏投资向深圳碧桂园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74亿元，集远投资

向深圳碧桂园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7.84亿元。 相关信息可查阅本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发布的公告（ 公告编号：

【CIMC】2020-025）及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 2020年2月26日 www.cninfo.com.cn

关于发布《中集集团利润分享计划结余资金信托计划暨运作方

案（草案）》

2020年3月23日 www.hkexnews.hk

关于本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020年3月26日 www.cimc.com

关于中集产城对关联/连方提供担保 2020年3月26日

关于修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2020年3月26日

关于本公司拟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 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及

超短期融资券

2020年3月26日

关于本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0年3月26日

关于中集产城2020年度第一期PPN发行完成 2020年4月13日

关于子公司对关连方提供财务资助 2020年4月16日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适用√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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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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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千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

价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

来源

H股 6198 青岛港 128,589

公允

价值

计量

200,206 (47,040) - - - -

156,

56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

资

- - - - - - - - - - -

合计 128,589 - 200,206 (47,040) - - - -

156,

56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无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无

六、委托理财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千元

衍生

品投

资操

作方

名称

关

联

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

品投

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

金额

报

告

期

内

购

入

金

额

报告

期内

售出

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

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

比例

报告期实

际损益金

额

汇

丰 、

渣打

等银

行

无 否

外汇

远期

合约

- 2019/1/17 2021/3/23 10,675,492 - - - 13,372,191 34.51% (93,803)

汇

丰 、

渣打

等银

行

无 否

外汇

期权

合约

- 2019/12/12 2021/3/17 42,886 - - - 21,632 0.06% (168)

渣

打 、

德银

等银

行

无 否

利率

掉期

合约

- 2016/7/6 2022/3/9 14,023,609 - - - 17,075,091 44.07% (182,101)

合计 - - - 24,741,987

-

- - 30,468,914 78.64% (276,072)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无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

析及控制措施说明 （包括但

不限于市场风险、 流动性风

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

律风险等）

截至2020�年3月31�日，本集团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主要有外汇远期、利率掉期和外汇期权合约。 利率掉期合

同的风险和利率波动密切相关。 外汇远期所面临的风险与汇率市场风险以及本集团的未来外币收入现金流

的确定性有关。 本集团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控制措施主要体现在：谨慎选择和决定新增衍生金融工具的种类和

数量；针对衍生品交易，本集团制订了严格规范的内部审批制度及业务操作流程，明确了相关各层级的审批和

授权程序以便于控制相关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

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

情况，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

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

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2020年1-3月本集团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人民币(276,072)千元。 本集团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

值根据外部金融机构的市场报价确定。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

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

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的说明

否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

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开展汇利率衍生品投资是与公司日常全球经营业务有关，是以平滑或降低汇利率变化对公司经营造成的

不确定性影响为目的，坚持保值基本原则，禁止投机交易，且公司充分重视并不断加强对汇利率衍生品交易的

管理，已制定并不断完善有关管理制度，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3月27日 电话会议 机构投资者 2019年年报业绩解读

2020年3月27日 线上直播 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 2019年年报业绩发布会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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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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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1、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不适用

2、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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