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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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文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振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顾宝

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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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521,268.55 2,167,378,109.23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97,311,990.25 1,183,030,827.75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1.749 1.728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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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49,131.28 -106,614,185.53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0.059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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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21,804.42 510,547,353.57 -5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814,192.97 14,589,280.77 -1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549,871.09 13,219,733.44 -27.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8 1.26 减少 0.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7 0.0213 -12.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7 0.0213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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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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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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3,9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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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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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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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590.61  

所得税影响额 -495,515.83  

合计 3,264,3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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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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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 128,338,600 18.74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上海上科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69,206,536 10.11 0 冻结 69,206,536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复旦复控科技产

业控股有限公司 
17,656,000 2.58 0 无 0 

国有法

人 

林乐民 2,963,700 0.43 0 未知  未知 

任伟芳 2,900,000 0.42 0 未知  未知 

戚荣华 1,793,179 0.26 0 未知  未知 

邵士友 1,671,700 0.24 0 未知  未知 

马征 1,314,000 0.19 0 未知  未知 

陈庆雨 1,176,800 0.17 0 未知  未知 

钟宏全 1,000,000 0.15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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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 128,33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338,600 

上海上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69,206,536 人民币普通股 69,206,536 

上海复旦复控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17,6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56,000 

林乐民 2,96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3,700 

任伟芳 2,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0 

戚荣华 1,793,179 人民币普通股 1,793,179 

邵士友 1,671,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1,700 

马征 1,3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4,000 

陈庆雨 1,176,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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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宏全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的第一名股东复旦大学与其余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第二名股东上海上科

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第三名股东上海复旦复控科技产

业控股有限公司 22%股权；第四名至第十名股东之间未知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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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比上

期增减 

（%）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210,221,804.42   510,547,353.57     -58.82  

主要系子公司海门复华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收

入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净流量 

-40,249,131.28 -106,614,185.53 不适用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和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

同期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每股经营

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

量净额 

  -0.059  -0.156  不适用  

 

二、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资产  
2020年 3月 31日

合并 

2019年 12月 31日

合并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 比 例

（%）  

重大变化说明 （变化超过

30%）  

应收票据 
      

200,000.00  

      

300,000.00  

     

-33.33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克虏伯

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期末尚

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比

期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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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

融资 

    

4,143,353.10  

     

6,051,281.12  

      

-31.53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复旦复

华药业有限公司期末尚未

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比期

初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

款 

   

21,651,328.17  

    

31,667,701.57  

      

-31.63  

主要系公司因案件胜诉收

到法院退回的代管金所致。 

预收款项   11,226,373.31    83,359,542.31    -86.53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入准

则所致。 

合同负债   69,839,486.39  0.0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入准

则所致。 

应付职工

薪酬 
   2,062,619.96     7,131,334.22    -71.08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中和软

件有限公司发放职工薪酬

所致。 

 

三、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比上

期增减（%） 
情况说明 

营业总收

入 
 210,221,804.42   510,547,353.57     -58.82  主要系子公司海门复华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收

入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收入  210,221,804.42   510,547,353.57     -58.82  

营业总成

本 

     

195,787,858.23  

     

484,419,501.83  

      

-59.58  

主要系子公司海门复华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成

本比上年同期减少和子公

司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

公司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

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营业成本 
     

103,421,247.08  

     

350,498,308.90  

      

-70.49  

主要系子公司海门复华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成

本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

加 

       

2,065,843.91  

       

6,181,597.87  

      

-66.58  

主要系子公司海门复华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税

金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45,927,491.20  

      

84,070,459.51  

      

-45.37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复旦复

华药业有限公司销售费用

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13,295,328.09  

       

9,992,389.20  

       

33.05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复旦复

华药业有限公司研发费用

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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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4,043,996.51  

       

1,612,073.33  

      

150.86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复旦复

华药业有限公司获得政府

补助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对联营企

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

资收益 

           

6,743.33  

          

14,424.34  

      

-53.25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复旦复

华科技创业有限公司投资

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 
    -233,914.98  0.00   不适用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复旦复

华科技创业有限公司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比上年同期

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

损失 

    -938,159.74  0.0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坏账准备

重分类至信用减值准备所

致。 
          

资产减值

损失 

0.00      -809,022.97  不适用 

营业利润 
    

17,010,510.29  

      

26,643,225.42  

      

-36.15  

主要系子公司海门复华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因营业

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致使

营业利润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

入 
0.00       130,720.28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上

海中和软件有限公司处置

固定资产，本年无此项发生

所致。 

营业外支

出 
         568.19        19,603.60     -97.10  

主要系子公司海门复华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营业外

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17,009,942.10  

      

26,754,342.10  

      

-36.42  

主要系子公司海门复华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因营业

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致使

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

用 

       

3,328,624.89  

      

11,576,641.27  

      

-71.25  

主要系子公司海门复华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所得税

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

损益 

         

867,124.24  

         

588,420.06  

       

47.36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复旦复

华药业有限公司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

后净额 

   1,466,969.53    -1,907,586.71  不适用 
主要系日元汇率变动影响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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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母公

司所有者

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1,466,969.53    -1,907,586.71     不适用 

不能重分

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

合收益 

     -35,809.86  0.0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

变动 

     -35,809.86  0.00   不适用  

将重分类

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

收益 

   1,502,779.39    -1,907,586.71   不适用  

主要系日元汇率变动影响

所致。 
外币财务

报表折算

差额 

   1,502,779.39    -1,907,586.71   不适用  

归属于少

数股东的

综合收益

总额 

         

867,124.24  

         

588,420.06  

       

47.36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复旦复

华药业有限公司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四、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比上

期增减（%） 
情况说明 

收到其他

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

现金 

   

19,563,567.83  

    

7,903,028.29  

    

147.55  

主要系案件胜诉收到法院

退回的代管金所致。 

购 买 商

品、接受

劳务支付

的现金 

   

59,084,501.46  

  

105,322,176.67  

    

-43.90  

主要系子公司海门复华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

项税费 

   

22,938,715.70  

   

43,659,718.12  

    

-47.46  

主要系子公司海门复华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的

各项税费比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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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40,249,131.28  

 

-106,614,185.53  
 不适用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和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

同期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购建固定

资产、无

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

的现金 

    

2,544,198.04  

      

896,833.98  

    

183.69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复旦复

华药业有限公司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

的现金 
0.00      300,000.00    -100.00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复旦复

华科技创业有限公司上年

同期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

无此项业务发生所致。 

        

投资活动

现金流出

小计 

    

2,544,198.04  

    

1,196,833.98  

    

112.58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复旦复

华药业有限公司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2,544,198.04    -1,196,833.98   不适用  

取得借款

收到的现

金 

  

175,000,000.00  

   

75,000,000.00  

    

133.33  
主要系公司本期取得短期

借款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

小计 

  

175,000,000.00  

   

75,000,000.00  

    

133.33  

偿还债务

支付的现

金 

  

156,000,000.00  

   

75,000,000.00  

    

108.00  

主要系公司本期归还借款

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子公司支

付给少数

股东的股

利、利润 

0.00     1,648,878.55    -100.00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复旦复

华药业有限公司上年同期

支付少数股东股利，本期无

此项业务发生所致。 

        

筹资活动

现金流出

小计 

  

160,655,097.43  

   

81,391,021.20  

     

97.39  

主要系公司本期归还借款

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
  14,344,902.57    -6,391,021.2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短期借款和归

还借款比上年同期增加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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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

额 

合影响所致。 

汇率变动

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1,285,050.49    -1,691,814.76   不适用  
主要系日元汇率变动影响

所致。 

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7,163,376.26  -115,893,855.47   不适用  

主要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和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比上

年同期增加综合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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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9日收到上海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发出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书称药业公司在2012

年7月至2014年11月期间，收受国生基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08份，在2012-2015年期间，收

受上海奇泓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等7家公司虚开的增值税发票468份，在2009-2012年期间，收受上

海奇泓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等10家公司虚开的普通发票505份，以上事项税务局拟对药业公司应补

缴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处1倍罚款147,718,733.39元，企业所得税处1倍罚款118,772,115.13

元，共计266,490,848.52元。 

2016年9月28日药业公司相关人员参加上海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局第

一稽查局举行的非公开的听证，并就税务行政处罚事项进行了如实陈述和申辩。 

2016年10月18日，公司披露了《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税务行

政处罚事项的进展公告》，截至公告日，药业公司尚未收到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

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药业公司将继续积极与相关单位部门保持陈述、沟通和协调。通过税务局稽

查及自查，药业公司认识到在2009-2015年期间，收受上海奇泓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等公司咨询费

等发票的处理上存在有不规范行为的地方。药业公司已于 2016年11月7日自行缴纳税款

18,269,285.94元。 

2020年4月23日，药业公司收到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出具的沪税稽一处

[2020]147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决定书对药业公司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处理决

定为：追缴增值税2,223,141.03元、追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11,157.05元、追征河道工程修建维护

管理费22,231.41元、追征城市教育费附加66,694.23元、追征地方教育费附加44,462.82元、追缴

企业所得税15,801,599.40元，对追缴增值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加收滞纳金。药业公司已于2016

年11月7日自行补缴了增值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8,269,285.94元，后续药业公司

将依照税务处理决定书到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闵行区税务局缴纳相关滞纳金，此事项对公司2020

年度影响的具体金额以税务部门确认的金额为准。 

2.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复旦大学发来的《关于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可能发生变动的告知函》，按照中央关于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精神，复旦大学

与上海的国有企业就公司股权变更达成初步意向（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4日披露的《上海复旦

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复旦大学于2019年12月31日与上海奉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上海复

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复旦大学持有的上海复旦

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28,338,600股A股股份（占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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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划转给上海奉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若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完成，公司的控股股东将

由复旦大学变更为上海奉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变更

为上海市奉贤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4日披露的《上海复旦复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签订股份无偿划转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提示性

公告》）。 

2020年1月20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复旦大学发来的《关于与上海奉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事项进展的告知函》，复旦大学于2020

年1月20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同意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的批复（详见公司于2020

年1月21日披露的《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进

展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事宜正在进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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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文斌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