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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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康海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孙立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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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7,870,748.98

57,847,180.08

0.04%

6,418,308.64

7,651,783.13

-16.12%

6,101,626.96

5,631,439.38

8.35%

-19,510,597.73

-8,593,346.93

-127.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2

0.0252

-15.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2

0.0252

-15.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1.08%

-0.18%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减

总资产（元）

787,531,641.92

782,229,902.86

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8,611,202.21

712,192,893.57

0.9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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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37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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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368.32
55,950.00
316,68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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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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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风险提示
1、单一产品依赖风险。
公司一直以来专注于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元胡止痛滴丸、酸枣仁油滴丸、鞣酸小檗碱膜和七
味温阳胶囊均为公司独家品种。公司销售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元胡止痛滴丸，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
年第一季度占公司药品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达到80.78%、89.06%、96.58%和96.02%，一旦出现元胡止痛滴
丸的销售下滑，则会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未来，公司将充分运用主打产品元胡止痛滴丸的推广经验和销
售渠道，重点加强独家优势品种鞣酸小檗碱膜、七味温阳胶囊、麻杏止咳胶囊以及保健食品黄芪当归胶囊
的市场开发力度，打造公司中成药特色产品梯队，逐步提高其他中成药品种及保健品的销售比重。
2、中药保护品种到期面临的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主打产品元胡止痛滴丸为国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保护期已于2017年6月17日到期。在元胡止痛
滴丸中药保护到期前，公司已通过深度开发、专利、非专利技术等有效手段建立技术壁垒，以避免市场竞
争加剧。目前，公司已经获得元胡止痛滴丸生产相关的制剂及其制备工艺的发明专利和可消毒的滴丸剂制
冷系统的实用新型专利，并对相关的核心技术、工艺及参数采取了保密措施。同时对元胡止痛滴丸进行作
用机理、临床价值提炼、质量标准提升等方面进行了二次深度开发，并形成多个二次开发成果，全面提升
该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技术壁垒，防范中药保护品种到期后面临的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3、基本药物目录调整的风险。
我国实行基本药物制度，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
也都必须按规定使用基本药物。国家对基本药物目录在保持数量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实行动态管理，原则
上3年调整一次。公司主打产品元胡止痛滴丸连续列入2009年和2012年版《基本药物目录》，销售收入持
续增加。若元胡止痛滴丸出现调出《基本药物目录》的情况，则可能出现销售收入下滑，影响公司的经营
业绩。公司元胡止痛滴丸、酸枣仁油滴丸、鞣酸小檗碱膜和七味温阳胶囊均为独家品种，独家品种在省级
医药招标中的中标率较高、议价能力较强。公司关注各个省份医药招标工作，积极参与各地药品集中采购，
有效把握市场发展的机遇。
4、产能扩大而产生的销售风险。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期为5年，项目达产后，公司中成药年产能将由27.8亿粒
/片增加到100亿粒/片，产能扩充较大。公司产能扩张后，可能由于竞争对手的发展、产品价格的变动、市
场容量的变化、新的替代产品的出现、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以及销售渠道、营销力量的匹配等因素而导致
产品销售未达预期目标，从而对项目的投资回报和本公司的预期收益产生不利影响。公司针对基药销售将
适时进行营销网络及销售架构的调整和扩张，使销售渠道扁平化，简化销售过程。继续巩固现有营销体系
在开拓基层医院市场上的优势，进一步加强营销队伍建设。通过细化市场、严格考核、强化学术培训力度
等措施，大大的提高市场占有率和产品销量。并在做好原有基层医疗机构市场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开发县
级以上医疗机构，同时增加OTC市场开发力度。
5、应收账款增加的风险。
2015年末、2016年末、2017年末和2018年第一季度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9,073.71万元、13,589.35
万元、15,778.64万元和18,208.01万元，占同期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1.62%、44.34%、60.27%和67.35%，
公司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例逐年上升。主要因公司对资信状况良好的老客户，授予5万元到800万元不
等的信用额度，货款回收期一般为90—150天。应收账款占用了公司较多的资金，若到期不能及时收回，
则可能给公司带来坏账风险和资金周转风险。公司一直重视对应收账款的监控管理、对销售人员采取奖惩
措施提高销售回款率，进一步加强应收账款的收回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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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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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6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的股份数量

西北永新集团有

股份状态

国有法人

26.10%

79,176,142

业投资基金有限 国有法人

7.19%

21,822,577

0

国有法人

5.19%

15,755,827

0

国有法人

3.83%

11,609,108

詹显财

境内自然人

2.50%

7,588,864

张双全

境内自然人

2.00%

6,060,200

0 质押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

5,931,300

0

1.75%

5,300,050

5,014,114

1.70%

5,169,710

1.53%

4,629,422

79,176,142 质押

数量
39,588,073

限公司
甘肃生物产业创

公司
通用技术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兰州永新大贸贸

11,609,108 质押

5,804,550

易有限责任公司
7,588,864
6,060,000

甘肃省循环经济
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二 国有法人
户
甘肃省新业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 国有法人
司
张建利

境内自然人

4,629,422 质押

4,629,42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甘肃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

数量

2,182,577 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
通用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755,827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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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0,2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双全
甘肃省循环经济产业投资基金合

5,931,300 人民币普通股

伙企业（有限合伙）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5,169,710 人民币普通股

司
罗林立

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兰州天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557,600 人民币普通股

东证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98,113 人民币普通股

缪群

2,695,557 人民币普通股

张喜民

1,929,083 人民币普通股
股东兰州永新大贸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为大股东西北永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说明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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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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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67.97%，主要是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及经营性支出增加所致。
2、存货：报告期末较期初增长34.20%，主要是报告期加大产品市场营销和布局补充库存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较期初增长339.60%，主要是报告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4、预收款项：报告期末较期初增长55.23%，主要是报告期收到客户订货款增加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95.50%，主要是报告期支付期初未付的2017年度绩效奖所致。
6、应交税费：报告期末较期初增长32.54%，主要是报告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增加所致。
7、应付利息：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100%，原因是报告期支付期初未付的借款利息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1、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73.11%，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销售渠道建设和市场推广费用增加所致。
2、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76.96%，主要是报告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报告期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84.28%，主要是上年同期元胡止痛滴丸二次开发项目结题，相应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一次性转入，本报告期无此类收益。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1、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27.04%，主要是报告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同比
减少，购买商品、职工薪酬、市场推广等经营现金支出增加所致。
2、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44.29%，原因是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减少支出
3614.89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支出2000万元所致。
3、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00.00%，主要是报告期无筹资活动现金支出所致。

二、业务回顾和展望
报告期内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具体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加强生产规范管理，积极推进销售渠道建设和市场开拓工作，销售费用较上年同
期增加，销售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与上年基本持平，报告期公司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200
万元。
2018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87.07万元，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641.8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10.16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35%。
重大已签订单及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数量分散的订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产品或服务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有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研发项目的进展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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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的无形资产、核心竞争能力、核心技术团队或关键技术人员（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发生重大变化
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前 5 大供应商的变化情况及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原材料金额为3180.99万元，占公司采购总额的94.38%，较上年同期
上升4.01个百分点；公司不存在采购依赖单个供应商的情况，前五大供应商的变化是根据业务需要进行采
购，发生的采购量属于正常变化，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前 5 大客户的变化情况及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向前五大客户销售产品金额为3712.38万元，占公司销售收入的64.15%，较上年同期上升
12.65个百分点；公司不存在过度依赖单一客户的情形，前五大客户中销售量的变化是由于客户对产品需求
的时间不同，客户排名变化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
年度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战略目标和经营方针，坚持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围绕年度经营计
划，积极应对市场变化，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加强生产规范管理，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全面推进市场
开拓，加强市场培育和品牌建设、营销网络建设，公司经营业绩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重要风险因素、公司经营存在的主要困难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 适用 □ 不适用

参见第二节之（二）重大风险提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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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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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六、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为回报全体股东，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结合《甘肃陇神戎
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股东回报规划(2017-2019)》承诺，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2018年3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止2017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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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30,334.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2元人民币(含税)，共计分配
现金股利364.014万元，可供分配利润余额结转以后年度可分配利润。独立董事事前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018年4月17日，公司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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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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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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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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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18,766,213.23

58,586,236.30

应收票据

4,261,610.85

5,356,573.51

应收账款

182,080,089.85

157,786,360.69

预付款项

5,195,783.49

4,123,356.66

7,404,348.80

7,064,500.02

32,611,128.52

24,301,048.43

20,022,579.25

4,554,737.70

270,341,753.99

261,772,813.31

货币资金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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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00,000.00

54,200,000.00

19,918,615.59

20,097,481.17

固定资产

358,599,705.73

362,352,405.63

在建工程

20,368,289.12

20,346,754.08

46,540,226.03

46,803,867.8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797,603.66

2,797,603.6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765,447.80

13,858,977.15

非流动资产合计

517,189,887.93

520,457,089.55

资产总计

787,531,641.92

782,229,902.86

应付账款

29,237,656.30

32,966,392.19

预收款项

7,484,484.62

4,821,460.06

68,808.72

1,528,436.04

5,385,500.38

4,063,420.3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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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000.0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9,757,823.02

8,906,133.99

51,934,273.04

52,677,842.62

10,000,000.00

10,000,000.00

6,986,166.67

7,359,166.67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986,166.67

17,359,166.67

负债合计

68,920,439.71

70,037,009.29

303,345,000.00

303,345,000.00

231,488,192.99

231,488,192.99

其他应付款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所有者权益：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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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18,625.92

26,556,280.99

157,159,383.30

150,803,419.59

718,611,202.21

712,192,893.57

所有者权益合计

718,611,202.21

712,192,893.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87,531,641.92

782,229,902.86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法定代表人：康海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帆

会计机构负责人：孙立娜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10,450,964.38

49,598,428.92

应收票据

4,261,610.85

5,356,573.51

应收账款

176,987,677.45

152,693,948.29

预付款项

5,195,783.49

4,073,356.69

7,425,139.06

7,040,810.54

32,554,393.85

24,234,430.11

20,000,000.00

4,532,090.98

256,875,569.08

247,529,639.04

52,200,000.00

52,2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5,000,000.00

15,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19,918,615.59

20,097,481.17

货币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存货
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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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358,580,952.50

362,331,876.52

在建工程

20,368,289.12

20,346,754.08

46,537,586.03

46,800,897.8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94,972.68

2,694,972.6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765,447.80

13,858,977.15

非流动资产合计

530,065,863.72

533,330,959.46

资产总计

786,941,432.80

780,860,598.50

应付账款

28,555,194.30

32,283,930.19

预收款项

7,430,799.12

4,767,774.56

66,841.84

1,508,989.47

5,384,149.54

4,047,099.76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392,000.0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9,757,823.02

8,406,133.99

51,194,807.82

51,405,927.97

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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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10,000,000.00

10,000,000.00

6,986,166.67

7,359,166.67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986,166.67

17,359,166.67

负债合计

68,180,974.49

68,765,094.64

303,345,000.00

303,345,000.00

231,488,192.99

231,488,192.99

26,556,280.99

26,556,280.99

未分配利润

157,370,984.33

150,706,029.88

所有者权益合计

718,760,458.31

712,095,503.8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86,941,432.80

780,860,598.50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所有者权益：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57,870,748.98

57,847,180.08

57,870,748.98

57,847,180.08

50,648,903.59

51,199,008.33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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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47,733.38

40,450,537.80

税金及附加

1,068,702.54

1,175,863.60

销售费用

8,822,499.74

5,096,596.35

管理费用

5,125,984.75

4,979,656.41

财务费用

-116,016.82

-503,645.83

373,000.00

2,376,875.00

7,594,845.39

9,025,046.75

其中：营业成本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261.68

减：营业外支出

63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594,477.07

9,025,046.75

1,176,168.43

1,373,263.62

6,418,308.64

7,651,783.13

6,418,308.64

7,651,783.13

6,418,308.64

7,651,783.13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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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
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
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
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
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
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6,418,308.64

7,651,783.13

6,418,308.64

7,651,783.13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212

0.025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12

0.0252

七、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元。

法定代表人：康海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帆

会计机构负责人：孙立娜

4、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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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59,867.82

57,847,180.08

35,737,849.73

40,450,537.80

税金及附加

1,068,617.28

1,175,863.60

销售费用

8,787,890.09

5,069,605.08

管理费用

4,915,007.09

4,854,616.75

财务费用

-117,619.25

-481,658.94

373,000.00

2,376,875.00

7,841,122.88

9,155,090.79

7,841,122.88

9,155,090.79

1,176,168.43

1,373,263.62

6,664,954.45

7,781,827.17

6,664,954.45

7,781,827.17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8

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
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6,664,954.45

六、综合收益总额

7,781,827.17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5、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8,681,827.34

47,923,175.84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
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
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
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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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5,961,726.62

622,251.58

44,643,553.96

48,545,427.42

43,391,722.86

38,921,143.58

7,145,601.77

5,619,139.82

5,184,219.87

5,949,594.81

8,432,607.19

6,648,896.14

64,154,151.69

57,138,774.35

-19,510,597.73

-8,593,346.93

309,425.34

36,458,350.23

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
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
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
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20,000,000.00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309,425.34

36,458,3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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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9,425.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58,350.2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218,500.00

金
218,5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8,5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9,820,023.07

-45,270,197.16

58,586,236.30

124,302,626.49

18,766,213.23

79,032,429.33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8,670,073.14

47,923,175.84

5,961,494.51

13,494,480.69

44,631,567.65

61,417,656.53

43,391,722.86

38,921,143.58

7,063,329.88

5,554,763.71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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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5,165,488.50

5,858,897.04

7,849,065.61

6,551,860.44

63,469,606.85

56,886,664.77

-18,838,039.20

4,530,991.76

309,425.34

36,458,350.23

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
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20,000,000.00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09,425.34

36,458,350.23

-20,309,425.34

-36,458,350.2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218,500.00

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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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5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8,5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9,147,464.54

-32,145,858.47

49,598,428.92

111,096,631.13

10,450,964.38

78,950,772.66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