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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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庆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智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再

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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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3,835,150.28 1,994,940,604.85 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46,607,916.18 1,126,907,635.28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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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7,271.13 22,080,480.17 -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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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430,152.9 238,729,474.19 1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700,280.89 23,922,134.82 -1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8,513,479.08 22,182,077.67 -16.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73 2.24 减少 0.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3 0.0558 -18.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3 0.0558 -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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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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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498.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1,7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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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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605.18  

所得税影响额 -378,320.08  

合计 1,186,801.8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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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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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华 156,019,500 35.91 0 质押 141,111,478 境内自然人 

方锦程 31,359,400 7.22 0 质押 31,359,400 境内自然人 

堆龙德庆共生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434,875 3.3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飞飞 4,279,600 0.9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永发 3,500,000 0.81 0 质押 3,500,000 境内自然人 

李克丽 3,120,000 0.7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梁焯森 2,976,173 0.69 0 质押 2,100,000 境内自然人 

方传龙 2,925,000 0.6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蕾 2,597,302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彤 1,867,000 0.43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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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华 156,01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019,500 

方锦程 31,359,400 人民币普通股 31,359,400 

堆龙德庆共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434,875 人民币普通股 14,434,875 

李飞飞 4,279,600 人民币普通股 4,279,600 

周永发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李克丽 3,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0,000 

梁焯森 2,976,173 人民币普通股 2,976,173 

方传龙 2,9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25,000 

张蕾 2,597,302 人民币普通股 2,597,302 

李彤 1,86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7,000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堆龙德庆共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张庆华先生控股

的子公司湖南开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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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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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称 
2020.3.31/2020

年 1-3月 

2019.12.31/2019

年 1-3 月 

增减比

例变化% 
原因分析 

资产负

债表项

目 

货币资金 208,205,575.13 156,123,634.50 33.36 
主要系本期筹资活动增加

的货币资金。 

应收款项

融资 
4,443,047.91 15,958,630.96 -72.16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承兑汇

票金额少于背书支付的金

额所致。 

预付款项 33,866,521.25 21,403,754.77 58.23 
主要系本期支付原材料年

度采购合同预付款所致。 

预收款项 11,957,475.22 24,426,881.25 -51.05 
主要系上年末预收的款项

本期已发货所致。 

应付职工

薪酬 
18,035,900.09 30,527,283.26 -40.92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年终

奖金本期已经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20,936,102.06 9,183,987.98 127.96 

主要系本期因疫情影响，

增值税已申请延迟缴纳，

导致期末未缴税费金额增

加。 

其他流动

负债 
188,350.78 98,520.45 91.18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佰骏医

疗计提医疗风险金导致期

末余额增加。 

利润表

项目 

营业成本 104,561,554.26 67,158,244.03 55.69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同比

上年同期增加子公司湖南

省佰骏高科医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广东暨大基因

药物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 

财务费用 3,724,661.75 274,211.00 1258.32 
主要系本期贷款本金增加

导致财务利息费用增加。 

其他收益 1,324,498.07 2,145,632.36 -38.27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日常经

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低

于去年同期所致。 



方盛制药·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第 5页 ，共 7页 

 

投资收益 -580,310.49 -1,389,718.32 不适用 

主要因联营企业本期亏损

相对去年同期较少导致计

提投资亏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

入 
96,568.74 14,448.76 568.35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内增

加的子公司接受捐赠收入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

出 
569,336.10 14,064.43 3948.06 

主要系本期公益捐赠支出

增加，上期未发生。 

现金流

量表项

目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8,257,271.13 22,080,480.17 -62.60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公司

及原有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营业收入下降，导致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同比减少；新纳入合并

的子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也为负数所致。 

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24,604,349.67 -101,027,641.1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

等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少

于上年，且上年同期有对

外支付委托贷款。 

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69,237,034.68 12,488,599.99 454.40 
主要系公司贷款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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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 年 1 月，经公司董事长同意，向关联方湖南省旺辉食品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

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已转让该公司股份，不再持有湖南省旺辉食品有限公

司股份）采购部分过年物资（食品），合计金额 6.32 万元。 

2）2020 年 1 月，海南博加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起诉公司的财产损害纠纷赔偿案在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立案，海南博加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诉请支付 348万元股权转让款、65.8 万元库存货款、

支付违约金 130万元，共计 543.8万元，目前该案尚未审理。 

3）2020 年 1 月 20 日，公司分别召开董事会与监事会会议，同意公司为 87 名符合首次授予

解除限售资格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共计解除限售 374.80 万股。（详见公司 2020-010

号公告）。 

4）2020年 1月 20 日，公司分别召开董事会与监事会会议，同意对离职与个人业绩考核结果

未满足 100%解禁的要求的激励对象所持的 61.2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并对首次授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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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详见公司 2020-006号公告）。2020年 4月 14日，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工作

已经全部办理完成。（详见公司 2020-024号公告）。 

5）2020年 1月 20 日，经公司董事长同意，同意公司以 0元受让何国才持有的湖南湘雅夕乐

苑健康养老管理有限公司 400 万元股权并承担其实缴出资义务。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实缴

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7.41%。 

6）2020年 2月，经公司董事长同意，调整 2019年 5月与湖南湘雅夕乐苑健康养老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金额，合同金额变更为 133.17万元。 

7）2020年 2月，经公司董事长同意，公司受让同系方盛（长沙）医疗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的湖南省佰骏高科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0772%的股权。本次股份受让完成后，

公司将直接持有湖南省佰骏高科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1%的股权，但合并报表范围不发生变化，

湖南省佰骏高科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已于 2020 年 3月 2 日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 

8）2020年 3月 14 日，经公司董事长同意，向关联方湖南湘雅夕乐苑健康养老管理有限公司

出租宿舍楼三楼宿舍 3 间，合计金额 8.17万元。 

9）2020年 3月 30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同意清算注销参与投资设立的同系方盛（长沙）医疗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详见公司 2020-020 号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清算注

销工作尚在办理之中。 

10）2020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湖南恒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向商

业银行申请期限不超过三年的借款及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

元，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批准后起一年。（详见公司 2020-021号公告） 

11）2020年 1月，离职员工诉公司的劳动纠纷案立案；2020年 4月 16 日，经长沙市岳麓区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限公司支付原告工资、经济补偿、加班工资合计 9.44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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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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庆华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