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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集团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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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本集团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负责人陈启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关晓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战

宇保证本集团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集团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常用词语释义 

A股 指 
本公司发行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并在上证所上市交易

的人民币普通股 

BNTX 指 BioNTech SE，设立于德国（NASDAQ上市股份代号：BNTX） 

Breas 指 Breas Medical Holdings AB，设立于瑞典 

Gland Pharma 指 Gland Pharma Limited，设立于印度 

H股 指 
本公司发行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交易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Tridem Pharma 指 Tridem Pharma S.A.S，设立于法国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本报告 指 本集团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报告期、报告期 指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期间 

本报告期末 指 2020年 9月 30日 

重庆药友 指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复宏汉霖 指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交所上市股份代号：

02696） 

复锐医疗科技

（Sisram） 
指 

Sisram Medical Ltd，即复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联交所上市

股份代号：01696），设立于以色列 

复星高科技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苏州二叶 指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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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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47,989,215.24 76,119,645,663.32 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083,709,544.28 31,888,066,063.03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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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3,135,520.00 2,328,355,784.17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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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2,744,284.03 21,227,618,679.11 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78,980,552.00 2,063,704,147.99 2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59,539,441.46 1,722,388,028.34 1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2 7.21 增加 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7 0.81 19.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7 0.81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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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7-9月金额 2020年 1-9月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9,844,008.57 148,673,8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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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0,725.79 63,073,671.9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1,836,656.22 418,849,091.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365,192.57 -29,708,642.1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18,528,108.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347,990.54 -44,045,903.53 

所得税影响额 -12,806,024.25 -118,872,853.28 

合计 9,078,870.78 419,441,1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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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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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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38,095,290 36.6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1)

 551,060,098 21.50 0 未知 -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736,157 1.51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注 2)

 33,849,388 1.32 0 无 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26,772,761 1.04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067,700 0.94 0 无 0 国有法人 

阿布达比投资局 18,510,795 0.72 0 无 0 境外法人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9L－FH002 沪 
10,569,000 0.41 0 无 0 其他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8,766,765 0.34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717,381 0.34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38,095,290 人民币普通股 938,095,29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1)

 551,060,098 境外上市外资股 551,060,09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736,157 人民币普通股 38,736,15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注 2)

 33,849,388 人民币普通股 33,849,38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 沪 
26,772,761 人民币普通股 26,772,76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067,7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67,700 

阿布达比投资局 18,510,795 人民币普通股 18,510,79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 沪 
10,56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69,000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8,766,765 人民币普通股 8,766,765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8,717,381 人民币普通股 8,717,3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 1：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客户持有（其

于报告期末持有的股份数量包括复星高科技通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49,603,000 股 H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于报告期

末总股本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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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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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本报告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变动比例 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16,412,863.26 456,650,637.52 122.58%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股票BNTX所致 

预付款项 594,704,488.24 415,675,156.23 43.07%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6,208,856.24 107,709,225.73 -84.95%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金融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69,914,243.62 160,688,247.32 67.97% 
主要系报告期内租赁物业改造项目

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355,538,961.44 244,567,689.32 45.37% 
主要系报告期内通过票据付款增加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4,278,199,659.78 2,562,263,003.09 66.97% 

主要系（1）报告期内发行规模为人

民币30亿元的附回售选择权公司债

券“16复药01”于2021年3月4日到

期，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核算；（2）报告期内发行

规模为人民币12.5亿元的附回售选

择权公司债券“17复药01”于2020

年3月14日到期并续期的部分金额

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转

出至“应付债券”核算 

其他流动负债 667,693,045.69 248,969,275.20 168.18%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发行超短期

融资券所致 

应付债券 3,386,675,610.44 5,283,863,183.83 -35.91% 

主要系报告期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0亿元的附回售选择权公司债券

“16复药01”重分类至“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及发行规模为人

民币12.5亿元的公司债券"17复药

01"续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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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 

项目 

年初至 

本报告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研发费用 1,877,700,493.10 1,290,028,940.00 45.55% 

主要系报告期内加大对生物药、

小分子创新药和进口创新药的

研发投入，以及增加对创新孵化

平台的投入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4,308,952.12 -28,035,808.23 93.71% 

主要系根据信用减值模型，对预

期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计提减

值损失所致 

其他收益 241,785,580.17 177,190,761.04 36.45%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增加

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424,448.30 -130,280,259.91 102.63% 

主要系上年同期持有的金融资

产价格下跌影响以及所出售金

融资产对应的累计公允价值变

动转入投资收益科目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840,134.37 18,274,543.61 -89.93%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

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558,825.08 60,837,112.62 -79.36% 
主要系上年同期无需支付的款

项影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70,908,243.26 391,892,841.31 -30.87%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购Breas、复

锐医疗科技（Sisram）、Tridem 

Pharma、苏州二叶和重庆药友部

分少数股权以及部分非全资子

公司损益变动影响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税后净额 -100,190,979.89 34,958,479.93 -386.60% 
主要系汇率波动导致外币报表

折算差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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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 

项目 

年初至 

本报告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584,386,012.17 -2,560,243,375.55 -4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投资

支付的资金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215,438.18 2,663,982,639.53 -102.49% 

主要系上年同期控股子公司复

宏汉霖收到募集资金款影响及

报告期内偿还贷款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132,918,882.81 47,762,255.60 -378.29% 

主要系报告期内外币汇率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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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0日，本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有关分拆Gland Pharma及

其境外上市方案等相关事项，控股子公司Gland Pharma拟于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和孟买证券交易

所上市。 

报告期内，Gland Pharma已就建议首次公开发售其股份向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即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及孟买证券交易所递交非正式招股书草稿。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拆所属企业境外上市有关事宜的函》（国合函[2020]417号），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对本次分

拆Gland Pharma境外上市事宜无异议；香港联交所已确认本公司可进行本次分拆Gland Pharma境

外上市；Gland Pharma已获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及孟买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原则性批准。 

截至报告期末，Gland Pharma境外上市尚待（其中包括）印度相关监管部门批准。 

2、复星高科技（及/或通过一致行动人）拟自2019年9月19日至2020年9月18日择机通过上证

所交易系统（含港股通）增持本公司股份（包括A股及/或H股），累计增持总金额折合人民币不低

于10,000万元、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截至2019年9月19日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即2,562,898,545

股，下同）的2%（且滚动12个月内增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也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 

截至2020年9月18日收市，本次增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复星高科技自上述增持计划实施以来累

计增持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39,538万元，累计增持本公司17,169,500股H股，占截至2019年9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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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约0.67%，且滚动12个月内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数量未超过本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数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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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启宇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