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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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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金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聪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姜庆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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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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2020年 10月公司完成配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调整列示 2020年第一季度的“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

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165,230,014.41 
3,360,924,808.

34 

3,360,924,808.

34 
2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700,746.54 51,218,000.58 51,218,000.58 2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4,624,978.47 49,160,920.56 49,160,920.56 31.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9,771,160.96 
-374,020,009.9

6 

-374,020,009.9

6 
-36.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6 0.15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6 0.15 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2% 2.70% 2.70% 0.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908,751,620.19 
8,434,883,342.

25 

8,434,883,342.

25 
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05,355,724.02 
2,340,474,590.

25 

2,340,474,590.

25 
2.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37,880.3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1,304,5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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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87,345.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9,419.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9,875.21  

合计 75,768.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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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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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7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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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麦迪肯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53% 138,030,674  质押 49,657,834 

厦门铭源红桥高

科创业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 5,881,192    

李卫阳 境内自然人 1.27% 4,936,545 3,702,409 质押 2,300,000 

厦门三态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4,464,221  质押 3,400,000 

王珺 境内自然人 1.15% 4,451,699  质押 2,300,000 

张珺瑛 境内自然人 0.92% 3,590,676 2,693,007   

沈向红 境内自然人 0.53% 2,048,645    

朱明国 境内自然人 0.53% 2,040,000 1,530,000   

汤兴良 境内自然人 0.43% 1,668,000    

苏庆灿 境内自然人 0.37% 1,431,777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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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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麦迪肯科技有限公司 138,030,674 人民币普通股 138,030,674 

厦门铭源红桥高科创业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81,192 人民币普通股 5,881,192 

厦门三态科技有限公司 4,464,221 人民币普通股 4,464,221 

王珺 4,451,699 人民币普通股 4,451,699 

沈向红 2,048,645 人民币普通股 2,048,645 

汤兴良 1,6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8,000 

苏庆灿 1,431,777 人民币普通股 1,431,777 

吴军芳 1,399,257 人民币普通股 1,399,257 

李卫阳 1,234,136 人民币普通股 1,234,136 

黄建坤 1,146,895 人民币普通股 1,146,8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厦门麦迪肯科技有限公司、厦门三态科技有限公司和王珺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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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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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在建工程期末数为8,091.60万元，比期初数增加41.7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成都禾创西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物流中心项

目投入增加。  

无形资产期末数为16,150.49万元，比期初数增加42.63%，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取得鹭燕亳州现代中药项目土地使用权。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为2,419.96万元，比期初数减少55.18%，主要原因是：预提的年终奖已支付。  

长期借款期末数为17,304.50万元，比期初数增加55.91%，主要原因是：鹭燕亳州项目投资贷款增加。 

2、利润表项目  

本期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184.77%，主要原因是：四川、江西、海南等地区销售收入增长，医疗机构客户回款周期长，导

致长账龄应收账款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36.30%，主要原因是：销售增长，四川、江西、海南等地区医疗机构客户回款周

期长，新冠疫情提前备货以预付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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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子公司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因收购前原股东刻意隐瞒的担保事项，于2019年11月7日收到成都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2019）川71执411号），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因其被公司收购前为贵阳德昌祥药业

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供连带担保而被列为被执行人，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8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收到<执行裁

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8）。2020年3月4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2020）川71执异6

号），裁定申请执行人由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与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贵州百年广告有限公司、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国联发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邓杰、邓杨易、龙险峰及张岳已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推动抵押土地使用权开发，并通过开发项目销售收入优

先用于清偿债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2020年11月18日，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法院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恢复对原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

年11月25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2020年12月24日，公司收到成都铁路运输

中级法院作出的《结案通知书》（（2020）川71执恢54号），因案件当事人已达成书面执行和解协议，需要长期履行，案件

以终结执行方式结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6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7）。 

同时，为了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已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方及

担保方，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损失。2019年11月15日，公司已申请对被告方的财产进行保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

作出（2019）川01执保607号《执行裁定书》，对成都禾创瑞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成都市青羊区东胜街5处房产（建

筑面积共计7,051.97平方米）及所持成都禾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60%股权，成都禾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60%股权等财产在价值

人民币2,310万元的范围内采取保全措施。2020年5月8日，公司和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成都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变

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变更后，诉讼请求为诉请贵州明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成都禾创瑞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及赔偿公司及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损失合计4,362.31万元。2020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贵州明润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应当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要求贵州明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都禾创瑞达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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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公司赔偿2,000万元损失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贵州明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公司返还履

约保证金1,500万元，贵州明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都禾创瑞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公司赔偿损失62.31万元，贵州汉方制

药有限公司对贵州明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所负前述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驳回公司其他诉讼请求，驳回成都禾创瑞达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公司已就此判决提起上诉。目前案件尚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12

月26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等相关公告。 

2020年9月22日，公司收到贵州明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材料、贵州明润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向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及延迟履约金182.50万元；公司已积极进行应诉，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2020年11月，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公司应当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公司已就此判决向成

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案件尚在二审审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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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9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205万股，发行价格为18.65元/股，共募集资金总额59,773.25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5,643.2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54,130.05万元。公司所募集的资金用于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鹭

燕医药福州仓储中心项目、鹭燕医药莆田仓储物流中心（一期）项目、零售连锁扩展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该募集资金

于2016年2月4日到位，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致同专字（2016）第350ZA0007号《验资报告》。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65号）核准，公司

向截至股权登记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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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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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股配售1.95股的比例配售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配股价格为5.49元/股。根据配股认购结果，公司本

次向原股东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61,686,296股，每股面值1.00元，配股价格为5.49元/股，共募集资金总额33,865.78

万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683.74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33,182.03万元。公司所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该募集资

金于2020年9月17日到位，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容诚验字[2020]361Z0077号的《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1、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共使用募集资金86,951.32万元，其中用于置换前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13,254.15万元，直

接使用募集资金71,439.92万元，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257.25万元。 

2、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86,951.32万元，用于以下项目：其中，首次公开发行股份：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

心项目资金5,521.38万元，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资金（平台）5,296.99万元，鹭燕医药福州仓储中心项目资金

12,633.36万元，鹭燕医药莆田仓储物流中心（一期）项目资金11,008.86万元，零售连锁扩展项目资金5,751.40万元，补充

流动资金项目资金11,300.05万元，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257.25万元。配股公开发行股份：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33,182.03万元。 

3、截止2021年3月31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471.19万元，其中产生的利息收入为111.39万元，手续费支出为0.96万元。 

（三）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1,300.05 11,300.05 0 11,300.05 100.00% -- 否 

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

心项目（平台） 

否 3,910 5,689.22注1 26.87 5,296.99 93.11% 2020年08月

31日 

否 

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

心项目 

否 4,670 10,048.72注

2 

0 5,521.38 54.95%注3 2020年08月

31日 

否 

鹭燕医药莆田仓储物流中

心（一期）项目 

否 11,000 11,000 0 11,008.86 100.08% 2019年08月

31日 

否 

鹭燕医药福州仓储中心项

目 

否 15,250 15,250 0 12,633.36 82.84% 2013年11月

30日 

否 

零售连锁扩展项目 否 8,000 8,000 0 5,751.40 71.89% 2020年03月

31日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54,130.05 61,287.99 26.87 51,512.04 -- -- -- 

配股公开发行股票： 

补充流动资金 否 33,182.03 33,182.03 0 33,182.03 100.00%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33,182.03 33,182.03 0 33,182.03 -- -- -- 

合计  87,312.08 94,470.02 26.87 84,694.07    

注1、注2：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

有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追加投资约7,157.94

万元。其中，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平台）追加投资1,779.22万元，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追加投资

5,378.72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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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 

注3：截止2021年3月31日，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公司累计投入资金10,969.32万元，占项目预计投入金额的

109.16%。其中募集资金投入5,521.38万元，占项目预计投入资金总额的50.33%；自有资金投入5,447.94万元，占项目预计

投入资金总额的49.67%。 

其他说明： 

1、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含平台）：该项目因原设计规模已不能满足企业需求，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对该项目追加投资约7,157.94

万元。由于规划用地土地容积率等指标调整，该项目推迟至2018年6月开工建设，且追加投资后工程量增加，该项目于2020

年9月投入使用。 

2、鹭燕医药莆田仓储物流中心（一期）项目、鹭燕医药福州仓储中心项目和零售连锁扩展项目已完成建设并已结项，

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陆续划转、补充流动资金及使用完毕。截止2020年7月，公司已办理完毕前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

销户手续，公司及子公司就前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与保荐机构、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3、截止2021年3月31日，公司无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对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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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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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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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金祥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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