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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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姜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郑荣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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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466,384,528.41 4,235,956,472.21 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56,873,296.67 3,021,609,995.48 7.7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8,921,554.23 3.13% 1,747,573,474.84 1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8,394,920.24 10.12% 347,109,301.19 1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9,300,035.76 2.44% 328,742,155.85 7.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18,885,680.52 -25,659.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14.29% 0.25 1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0% 0.24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2% -0.13% 10.86%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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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7,1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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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089,082.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606,772.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32,027.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838.17  

合计 18,367,145.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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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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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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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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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伟 境内自然人 53.15% 750,080,416 634,708,200 质押 550,070,000 

姜勇 境内自然人 11.05% 155,971,200 116,978,400 质押 67,050,000 

张锦芬 境内自然人 7.38% 104,151,301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2% 8,801,700    

上海混沌道然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混沌价值一号

基金 

其他 0.62% 8,706,762    

王萍 境内自然人 0.60% 8,458,308    

北京神州牧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红炎神州牧

基金 

其他 0.41% 5,720,568    

黄禹农 境内自然人 0.22% 3,110,000  质押 480,000 

上海混沌道然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1% 2,961,453    

上海混沌道然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混沌价值二号

基金 

其他 0.17% 2,34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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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伟 115,372,216 人民币普通股 115,37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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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锦芬 104,151,301 人民币普通股 104,151,301 

姜勇 38,9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38,992,8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801,7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1,700 

上海混沌道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混沌价值一号基金 
8,706,762 人民币普通股 8,706,762 

王萍 8,458,308 人民币普通股 8,458,308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红炎神州牧基金 
5,720,568 人民币普通股 5,720,568 

黄禹农 3,1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10,000 

上海混沌道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961,453 人民币普通股 2,961,453 

上海混沌道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混沌价值二号基金 
2,343,888 人民币普通股 2,343,8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姜伟先生与姜勇先生系兄弟关系，张锦芬女士系姜伟先生和姜勇先生的母亲，三人系一

致行为人。公司未知其余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2,315,953 股，占持股比例 0.87%，其中自然人王萍普通证券账户+投资者信用账户 合

计持有无限售流通股 8,458,308 股，占持股比例 0.60%，位列第六大股东。2、西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309,068 股，占

持股比例 0.46%，其中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红炎神州牧基金普通证券账

户+投资者信用账户合计持有无限售流通股 5,720,568 股，占持股比例 0.41%，位列第

七大股东。3、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 3,489,997 股，占持股比例 0.25%，其中自然人黄禹农普通证券账户+投资者信用

账户 合计持有无限售流通股 3,110,000 股，占持股比例 0.22%，位列第八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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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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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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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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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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姜伟 

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避免关

联方利用关联

交易损害其他

股东的利益承

诺 

2008 年 7 月 18 日，本公司控股

股东姜伟先生向本公司出具承

诺函，并郑重承诺："保证不利

用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贵公司

及贵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在作

为贵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本人保

证本人及本人全资公司、控股公

司和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不在

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贵公司主营业务或

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

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不在中

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贵

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

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本人严格履行上述

承诺，如有违反，将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2010 年 06 月

03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中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姜伟 

确保公司独立

运作的承诺 

控股股东姜伟确保公司独立运

作的承诺："本人及本人具有控

制权的企业将不会以任何方式

直接或间接影响股份公司的独

立规范运作，也不会通过显失公

允的关联交易行为损害股份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2010 年 06 月

03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中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姜伟 
 

本公司控股股东姜伟承诺："一、

若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

公司被要求为其员工补缴或者

被追偿 2008 年 1 月之前的未缴

纳或者未足额缴纳的住房公积

金、生育、养老、失业、工伤、

2010 年 06 月

03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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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本人将全额承担该部

分补缴和被追偿的损失，保证公

司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二、本

人将促使公司从 2008 年 1 月起

全面执行法律、法规及规章所规

定的住房公积金、生育、养老、

失业、工伤、医疗保险制度，为

全体在册员工建立上述账户，缴

存上述"五险一金"。" 

本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

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本人将恪守勤勉之责、

忠实义务，尽力维护贵州百灵企

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利

益， 不会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

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本人保证

不会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

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活动。本人

在任职期内，将不在任何国家、

地区的其他单位、企业从事与公

司相竞争的业务。若本人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企业与公司发生

关联交易或在业务上产生竞争，

本人承诺，对于所发生的关联交

易，应使其按正常的商业条件进

行，不得要求或接受公司给予任

何优于在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

的第三者给予的条件；对于产生

的业务竞争关系，本人承诺，将

不会利用在双方企业中的职权、

地位转移利润或从事其他行为

来损害公司及其众多小股东的

利益。" 

2010 年 06 月

03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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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10.00% 至 4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53,055 至 67,52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8,232.7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生产经营正常，销售队伍稳定，主要产品的销售持续稳定的增长，预

计业绩将保持平稳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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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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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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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邱旻。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17 年 1 月 10 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4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上海混沌道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邓亚锋、蒋晶。有关

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17 年 4 月 27 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7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上海宝源胜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员：刘弘毅。有

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17 年 7 月 13 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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