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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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彩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蔡子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余涛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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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393,041.50  1,291,205,717.74  -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97,544,147.70  954,695,566.45  -5.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02,156.36 -38,293,210.29 105.2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1,620,014.02  202,346,759.45  -5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881,540.74  49,828,693.78  -18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101,908,886.13 43,722,680.80 -3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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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6 5.31 减少 9.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65 0.1245 -185.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65 0.1245 -1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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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3,663.60 582,972.12 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

支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益和投资收益的处置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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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800.65 4,155,878.53  

 

其他收益和营业外收入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491,339.76 491,339.76 银行理财收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4,020,162.60 营业外支出其他项: 

公司就中碳碳素与百

花村天津公司因商业

承兑汇票未提示付款

而向法院起诉案件，根

据（2020）津 03民终

1926号民事判决结

果，需承担票据款及利

息的连带给付责任，而

计提 1402.02 万元的

赔偿损失。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88,787.04 -188,202.1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69,733,151.13 69,733,151.13 营业外收入其他项： 

公司本期收到南京中级

人民法院转付的张孝清

关于《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的仲裁裁定中约定的

违约补偿金 6973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80,185.72 -727,631.38  

合计 70,542,229.26 60,027,3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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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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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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华凌工贸（集

团）有限公司 
79,525,087 21.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孝清 32,576,489 8.68 17,710,37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新疆新农现代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16,873,556 4.50 0 无 0 国有法人 

李建城 15,030,000 4.0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8,721,815 2.32 0 无 0 国有法人 

张德胜 8,149,601 2.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嘉企资产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8,143,322 2.1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372,752 1.97 0 无 0 国有法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道康祥云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345,022 1.9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西藏瑞东财富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瑞

丰医药投资基金 

7,138,322 1.9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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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华凌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79,525,087 人民币普通股 79,525,087 

新疆新农现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6,873,556 人民币普通股 16,873,556 

李建城 15,0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30,000 

张孝清 14,866,119 人民币普通股 14,866,11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8,721,815 人民币普通股 8,721,815 

张德胜 8,149,601 人民币普通股 8,149,601 

上海嘉企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143,322 人民币普通股 8,143,32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7,372,752 人民币普通股 7,37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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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道康祥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345,022 人民币普通股 7,345,022 

西藏瑞东财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瑞丰医药投资基金 
7,138,322 人民币普通股 7,138,3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新疆华凌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李建城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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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8561.10万元，较期初5112.32万元增加3448.78万元，增幅67.46%，主要

是公司本期收到南京中级人民法院转付的张孝清关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仲裁裁定中约定的

违约补偿金和仲裁费及律师费。 

2、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400万元，较期初 4500 万元减少 4100万元，减幅 91.11%，主要

是本期公司赎回银行理财产品。 

3、应收票据。期末余额 1500万元，较期初 776.96 万元增加 723.04万元，增幅 93.06%，主要是

本期公司收到借款 1500万元。 

4、应收账款。期末余额2334.75万元，较期初1431.42万元增加903.33万元，增幅63.11%，主要

是南京华威医药销售医药研发项目增加的应收款项。 

5、预付账款。期末余额860.22万元，较期初459.20万元增加401.02万元，增幅87.33%，主要是

南京华威医药增加临床项目的预付款。 

6、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560.55万元，较期初1004.84万元减少444.29万元，减幅44.21%，主要

是本期公司收到张孝清关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仲裁裁定中约定应承担的各项费用。 

7、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1611.40万元，较期初1181.26万元增加430.14万元，增幅36.41%，

主要是南京华威医药预交的企业所得税增加和增值税进项留底增加。 

8、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64.80万元，较期初286.18万元减少221.38万元，减幅77.36%， 

主要是南京华威医药减少购置设备和预付的工程款项。 

9、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 4576.64万元，较期初 2935.50万元增加 1641.14万元，增幅 55.91%，

主要是 2020年 9 月公司与西部绿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计划 12 个月内完成百花

商管公司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截止目前已支付 1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公司将长期应付款的抵减

项未确认融资费用 1641.14 万元全额转入财务费用，致使长期应付款余额增加。 

10、营业收入。本期8162万元，较上年同期20234.68万元减少12072.68万元，减幅59.66%，营业

成本11820.68万元，较上年同期9173.72万元增加2646.96万元，增幅28.85%。主要原因为南京华

威医药新增业务订单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以及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合同终止造成的销售收入冲减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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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威医药本期收入5964.60万元，较上年同期17984.29万元减少12019.69万元，减幅

66.83%。其中医药研发收入1309.6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843.14万元，临床试验收入3724.35万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358.31万元。南京华威医药7-9月收入-2301.77万元，较上年同期6124.61万

元减少8426.38万元，减幅137.58%，主要是7-9月终止合同冲减收入的金额大于公司本期确认的收

入所致；其中医药研发收入-3498.33万元，较上年同期2636.81万元减少6135.14万元，临床试验

收入641.35万元，较上年同期2993.66万元减少2352.31万元。 

南京华威医药本期成本11656.76万元，较上年同期8735.27万元增加2921.49万元，增幅

33.44%。其中医药研发成本76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700.30万元，临床试验成本3434.43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1791.56万元。南京华威医药7-9月成本3125.62万元，较上年同期3418.91万元减

少293.29万元，减幅8.58%，其中医药研发成本1446万元，较上年同期869.70万元增加576.30万元，

临床试验成本1099.43万元，较上年同期2222.99万元减少1123.56万元。 

南京华威医药收入、成本变化较大原因如下： 

(1)因政策调整、市场变化、客户战略调整、研发进度滞后等原因导致合同终止。 

因仿制药注册分类改革、临床批件政策调整、4+7集采等政策影响，部分客户研发投入重点向

创新药转移，对已签约立项的品种进行调整，舍弃一些仿药在研项目；因部分研发项目进度滞后，

项目供给及需求市场状况均发生了较大变化，部分客户提出项目终止；受市场竞争及行业变化影

响，以及资金支付能力受限等因素部分客户提出终止合同等等，华威医药1-9月终止医药研发合同

29个，冲减收入5970.30万元，补转成本1209.19万元，资产减值损失转回580.45万元，导致利润

减少6599.04万元。1-9月礼华终止临床服务合同5个，冲减收入375.47万元，冲减成本248.66万元，

导致利润减少126.81万元。 

以上合计减少利润6725.85万元。其中7-9月终止合同24个，冲减收入5017.77万元，结转成本

652.19万元，资产减值损失转回580.45万元，减少利润5089.51万元。 

 

南京华威医药主要合同终止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合同单位 

合 同 数

量（个） 
合同总金额 冲减收入 结转成本 

资产减值

损失转回 

影响利润

合计 

1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6  2930.00  1642.00  60.78  -109.48  1593.30  

2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4  2280.00  1710.00  92.31  -294.00  1508.31  

3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 1200.00  900.00  56.07  -27.00  929.07  

4 
舟山市凯励峰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 
2 450.00  247.50  60.19  -23.00  284.69  

5 江苏华阳及其子公司 2 1140.00  327.50  130.63  -39.90  418.23  

6 吉林汇康制药有限公司 2 600.00  135.00  217.06  0.00  352.06  

7 其他 11 个终止合同 11 4410.00  1008.30  592.15  -87.07  1513.38  

8 小计 29  13010.00  5970.30 1209.19  -580.45  6599.04  

  

⑵因技术难度及评审要求提高等原因导致成本增加。 

由于对部分项目的技术难度估计不充分，以及项目审评要求不断提高等原因，对部分项目增

补试验数据，致使部分项目重复开展预BE等，导致本期营业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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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本年度不可抗力及其他因素影响，现行研发周期延长，本年度研发项目分摊的固定成本加

大造成预算总成本增加，致使本期营业成本增加。综上因素，其中：一致性评价增加成本633万元，

技术转让增加成本1088万元，技术开发增加成本1573万元，合计医药研发项目增加成本3294万元。

临床试验研究因部分项目研究周期延长，增加成本214万元。 

(3)政策调整及不可抗力影响新增订单减少导致收入下降。 

受政策和本年市场环境影响，剔除终止合同因素，本期南京华威医药主营收入较上年同期减

少5673.92万元，其中医药研发收入减少2872.84万元，临床试验收入减少2982.84万元，因研发订

单下降，产业链下游的临床研究订单也受到较大影响，导致收入下降明显。 

(4)针对上述问题采取的应对措施： 

①战略布局调整。根据市场变化，将原主业方向以仿制药技术研发服务为主转向“仿创结合”，

并向产业链下游的MAH持有人延伸； 

②组织架构提升。结合管理考核需求，设立多中心事业部，打造订单式全链条服务管理矩阵； 

③划小核算单位。将预算考核、薪酬激励、绩效考核、项目管理、质量控制等管理环节进行

最小单元化； 

④积极引入人才。在加大内部人才培训的基础上，将积极选聘引入高精专人才与内部考核末

位淘汰相结合，不断优化公司人才结构。 

⑤强化商务团队。不断加大商务团队力量，积极做好对老客户的服务沟通及新客情的维护管

理。 

 11、销售费用。本期335.41万元，较上年同期258.65万元增加76.76万元，增幅29.68%，主要是

本期增加合并百花商管公司增加的折旧费用。 

12、财务费用。本期1703.36万元，较上年同期29.98万元增加1673.38万元，增幅5581.65%。2020

年9月，公司与西部绿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计划12个月内完成百花商管公司股权

转让款的支付。截止目前已经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1500万元，公司将计提的未确认融资费用

1641.14万元，在本报告期按期结转后的余额1533.26万元全部转入财务费用。 

13、投资收益。本期101万元，较上年同期358.39万元减少257.39万元，减幅71.82%，主要是本

期股权转让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14、信用减值损失。本期-42.23万元，较上年同期541.40万元减少583.63万元，减幅107.80%，

主要是南京华威医药本期转回坏账准备金额。 

15、其他收益。本期131.87万元，较上年同期231.40万元减少99.53万元，减幅43.01%，主要是

南京华威医药政府补助金额减少。 

16、营业外收入。本期7267.62万元，较上年同期21.94万元增加7245.68万元，主要是公司本期

收到南京中级人民法院转付的张孝清关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仲裁裁定中约定的违约补偿金

6973万元和南京华威医药收到的一次性政府补助增加。 

17、营业外支出。本期1438.48万元，较上年同期17.58万元增加1420.90万元，增幅8082.48%,公

司就中碳碳素与百花村天津公司因商业承兑汇票付款纠纷案件，根据（2020）津03民终1926号民

事判决结果，需承担票据款及利息的连带给付责任，而计提1402.02万元的赔偿损失。 

18、所得税费用。本期-108.06万元，较上年同期1037.83万元减少1145.89万元，减幅110.41%，

主要是南京华威医药本期计提所得税费用减少。 

19、净利润。本期-4188.15万元，其中南京华威医药净利润-8528.87万元，减少原因综上所述。 

2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0.22万元，较上年同期-3829.32万元增加4029.54万元，主

要是本期收到法院转付的张孝清关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仲裁裁定中约定的违约补偿金和仲

裁费及律师费7304.62万元。 

2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315.03万元，较上年同期-3105.76万元增加6420.78万元，主

要是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现金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67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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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6.46万元，较上年同期 400.62万元减少 467.08万元，主要

是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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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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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聘请专业机构对商誉进行测试，目前尚不确定。 

 

 

                                                              

公司名称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彩红 

日期 2020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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