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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一季度報告
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Livzon Pharmaceutical Group Inc.*（「本公司」或「公司」，連同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和第13.10B條以
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刊發本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
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重要內容提示：
1.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報告
（「本季度報告」）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承擔
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2.

本公司負責人朱保國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司燕霞女士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
人員）莊健瑩女士保證本季度報告中財務信息的真實、準確、完整。

3.

本季度報告包含本公司從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本報告期、報告期或本
期」）未經審計的財務業績，分別以中文及英文編訂，如對中英文文本的理解發生歧義時，
概以中文文本為準。本季度報告所附財務報表及相應資料均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
製，除非另有說明，貨幣單位均為人民幣。

4.

第一季度財務會計報告是否經審計
□

是

√

否
1

一、主要財務數據
（一）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單位：人民幣元

營業收入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稀釋每股收益（元 ╱ 股）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總資產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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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期

上年同期

3,479,027,465.92
553,293,797.77
561,046,433.69
710,308,938.96
0.59
0.59
4.17%

3,349,814,145.87
519,651,078.57
485,302,200.16
514,620,182.77
0.56
0.55
4.22%

本報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減
3.86%
6.47%
15.61%
38.03%
5.36%
7.27%
減少0.05個
百分點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減

23,729,888,204.20
13,561,769,257.68

22,371,915,590.82
13,003,763,631.47

6.07%
4.29%

（二）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本報告期金額 說明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包括已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沖銷部分）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
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受
的政府補助除外）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
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和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取得的投資收益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減：所得稅影響額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合計

-370,357.71 –
49,973,167.93 –

-46,786,135.59 –

290,555.94
7,824,708.19
3,035,158.30
-7,752,635.92

–
–
–
–

將《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釋性公告第1號 － 非經常性損益》中列舉的非經常性損益項
目界定為經常性損益項目的情況說明
公司不存在將《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釋性公告第1號 － 非經常性損益》中列舉的非經
常性損益項目界定為經常性損益的項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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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發生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1、 合併資產負債表項目大幅變動情況及原因

項目

期末金額
（人民幣元）

年初金額
（人民幣元）

使用權資產
短期借款
合同負債

22,312,354.95
14,588,322.60
1,405,807,901.10 2,043,048,023.71
92,205,147.45 167,796,768.82

應交稅費
長期借款
租賃負債

270,115,285.91
1,626,661,809.48
10,119,399.23

160,385,251.99
636,780,252.78
5,274,240.80

32,356,471.55

46,548,997.70

其他綜合收益

增減比例 說明
52.95% 主要是本期簽訂的租賃合約增加所致。
-31.19% 主要是本期附屬公司償還借款所致。
-45.05% 主要是本期部分預收的合同貨款達到收入
確認條件而結轉收入所致。
68.42% 主要應交企業所得稅增加所致。
155.45% 主要是本期附屬公司新增長期借款所致。
91.86% 主要是本期簽訂的租賃合約增加，一年
以上的應付租賃款增加所致。
-30.49% 主要是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公允價值變動
以及匯率變動，外幣報表折算差額變動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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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併利潤表項目大幅變動情況及原因
本期金額
（人民幣元）

項目
財務費用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上年同期
（人民幣元）

-37,928,486.80
-53,502,658.48

-23,336,581.96
-36,631,085.76

信用減值損失

789,451.79

-3,207,016.48

資產減值損失

-5,309,013.21

-22,804,347.40

資產處置收益
營業外收入

-370,357.71
1,882,370.35

21,927.78
6,297,187.09

1,591,814.41
-14,442,932.04

2,817,423.55
-123,910,341.14

營業外支出
其他綜合收益的
稅後淨額

增減比例 說明
-62.53% 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較上期增加所致。
-46.06% 主要是持有的證券投資標的市值波動
所致。
-124.62% 主要是本期收回賬齡較長的應收款項，
沖回前期計提的預期信用損失所致。
-76.72% 主要是本期存貨跌價準備較上期減少
所致。
-1,788.99% 主要是本期處置固定資產產生損失所致。
-70.11% 主要是上期對長期掛賬且無需支付的款項
轉入營業外收入所致。
-43.50% 主要是上期公益性捐贈支出較多所致。
88.34% 主要是上期處置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將其
前期確認的其他綜合收益轉入留存收益
所致。

註： 2022年1-3月，本集團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3,479.03百萬元，同比增長3.86%。化學製劑產品實現收入人民幣
2,109.73百萬元，同比增長10.90%，其中，消化道產品實現收入人民幣1,070.43百萬元，同比增長5.90%；
促性激素產品實現收入人民幣737.48百萬元，同比增長22.84%；精神產品實現收入人民幣133.45百萬元，同
比增長30.87%；抗感染產品實現收入人民幣114.56百萬元，同比增長8.02%。原料藥和中間體產品實現收入
人民幣899.95百萬元，同比增長16.13%。中藥製劑產品實現收入人民幣271.62百萬元，同比下降36.14%。
診斷試劑及設備產品實現收入人民幣162.50百萬元，同比下降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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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併現金流量表項目大幅變動情況及原因

項目

本期金額
（人民幣元）

上年同期
（人民幣元）

增減比例 說明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
710,308,938.96 514,620,182.77
流量淨額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
13,170,276.83
71,793,090.12
小計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
1,698,295,357.02 1,275,049,865.43
小計
籌資活動產生的
353,339,822.07 -82,487,558.70
現金流量淨額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
-9,621,652.40
-1,064,105.14
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35,520,113.01 237,348,615.93
淨增加額

38.03% 主要是本期銷售回款增加以及收到的利息
收入、政府補貼增加所致。
-81.66% 主要是上期收回投資款較多所致。
33.19% 主要是本期附屬公司新增長期借款所致。
528.36% 主要是本期附屬公司新增長期借款所致。
-804.20% 主要是匯率變動，持有的外幣資金匯兌
損失增加所致。
252.02% 主要是公司日常經營活動帶來的現金增加
以及附屬公司新增長期借款所致。

二、股東信息
（一）普通股股東總數和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數量及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報告期末普通股股東總數

57,995戶
（其中A股股東
57,970戶，
H股股東25戶註1）

報告期末表決權恢復的
優先股股東總數（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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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註2）
健康元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廣州市保科力貿易公司
深圳市海濱製藥有限公司
上海瓴仁私募基金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瓴仁卓越長青二期私募證券投資基金
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1106組合
阿布達比投資局
何時金
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境內非國有法人
境外法人
國有法人
境內非國有法人
其他

持股數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條件
的股份數量（股）
312,934,017
221,376,789
30,792,857
17,306,329
16,830,835
5,094,949

33.35%
23.59%
3.28%
1.84%
1.79%
0.54%

–
–
–
17,306,329
–
–

4,509,492
3,787,831
2,494,000
2,399,952

0.48%
0.40%
0.27%
0.26%

–
–
–
–

其他
境外法人
境內自然人
國有法人

7

質押、標記或凍結情況
股份狀態
數量（股）
–
–
–
質押並凍結
–
–
–
–
–
–

–
–
–
17,306,329
–
–
–
–
–
–

前10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
條件股份數量（股）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健康元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濱製藥有限公司
上海瓴仁私募基金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瓴仁卓越長青二期私募證券投資基金
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 社保基金1106組合
阿布達比投資局
何時金
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中信証券 － 麗珠集團事業合夥人持股計劃
第一期 － 中信証券麗珠集團中長期事業
合夥人員工持股計劃1號單一資產管理計劃

312,934,017
221,376,789
30,792,857
16,830,835
5,094,949
4,509,492
3,787,831
2,494,000
2,399,952
2,34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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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種類
股份種類
境外上市外資股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數量（股）
312,934,017
221,376,789
30,792,857
16,830,835
5,094,949
4,509,492
3,787,831
2,494,000
2,399,952
2,348,960

前10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1)健康元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健康元」）與廣州市
保科力貿易公司（以下簡稱「保科力」）於2004 年1 月2 日簽訂《股
權轉讓暨託管協議》和《股權質押協議》，保科力將其持有的本公
司6,059,428 股（公司實施2014 年度權益分派後股份數量轉增為
7,877,256股，公司實施完成2016年度權益分派後股份數量轉增為
10,240,432股，公司實施完成2017年度權益分派後股份數量轉增為
13,312,561股，公司實施完成2018年度權益分派後股份數量轉增為
17,306,329股）原境內法人股直接轉讓、託管及質押給健康元；(2)
深圳市海濱製藥有限公司為健康元直接及間接擁有100%權益的控
股附屬公司；(3)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
屬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的一致行動人。

前10名股東參與融資融券業務情況說明（如有）

不適用

註： 1、

上述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是根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香港卓佳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提供的截至2022年3月31日股東名冊記錄的數據填列。

2、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為本公司H股名義持有人，本公司無法確認該等股份是否存在質押或
凍結情況，其代持的股份中包括本公司控股股東健康元之全資子公司天誠實業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
司163,364,672股H股。

（二）公司優先股股東總數及前10名優先股股東持股情況表
□

適用

√

不適用

三、其他重要事項
□

適用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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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財務報表
（一）財務報表
合併資產負債表
編製單位：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金額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交易性金融資產
應收票據
應收賬款
應收款項融資
預付款項
其他應收款
其中：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存貨
合同資產
持有待售資產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合計
非流動資產：
債權投資
其他債權投資
長期應收款
長期股權投資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投資性房地產
固定資產
在建工程
生產性生物資產
油氣資產
使用權資產
無形資產
開發支出
商譽
長期待攤費用
遞延所得稅資產
其他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合計
資產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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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數

年初數

9,988,898,444.77
129,304,804.73
1,533,503,020.94
2,137,968,331.69

9,146,373,455.01
182,773,354.56
1,342,029,380.44
1,951,898,111.20

284,547,040.02
45,171,611.51

281,083,347.36
47,768,970.54

1,636,346,402.49

1,663,227,968.17

317,381.23
51,239,597.33
15,807,296,634.71

317,381.23
57,624,626.16
14,673,096,594.67

266,904.13
1,110,048,309.02
620,894,774.46

266,904.13
1,064,968,250.00
629,914,544.37

3,609,039,871.01
692,407,671.48

3,669,728,093.97
554,575,587.48

22,312,354.95
299,897,429.13
617,691,163.36
103,040,497.85
127,333,584.99
269,922,881.70
449,736,127.41
7,922,591,569.49
23,729,888,204.20

14,588,322.60
260,279,167.34
574,499,574.42
103,040,497.85
129,910,521.60
252,694,687.27
444,352,845.12
7,698,818,996.15
22,371,915,590.82

項目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應付賬款
預收款項
合同負債
應付職工薪酬
應交稅費
其他應付款
其中：應付利息
應付股利
持有待售負債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其他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合計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應付債券
租賃負債
長期應付款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預計負債
遞延收益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合計
負債合計
股本
其他權益工具
其中：優先股
永續債
資本公積
減：庫存股
其他綜合收益
專項儲備
盈餘公積
未分配利潤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少數股東權益
股東（或所有者）權益合計
負債和股東（或所有者）權益總計

董事長兼法定代表人：朱保國

執行董事兼總裁：唐陽剛

期末數

年初數

1,405,807,901.10
177,410.89
1,262,165,138.59
691,004,565.36

2,043,048,023.71
143,302.24
1,026,619,858.93
790,679,701.29

92,205,147.45
216,152,702.19
270,115,285.91
2,654,559,320.70

167,796,768.82
296,784,492.89
160,385,251.99
2,416,840,968.10

6,951,984.46

6,951,984.46

11,932,307.15
10,663,325.14
6,614,783,104.48

9,284,335.86
13,485,363.41
6,925,068,067.24

1,626,661,809.48

636,780,252.78

10,119,399.23

5,274,240.80

306,730,921.68
157,018,867.29
84,000,000.00
2,184,530,997.68
8,799,314,102.16
938,247,822.00

258,882,992.46
156,885,243.92
78,000,000.00
1,135,822,729.96
8,060,890,797.20
937,865,121.00

1,647,878,227.93
71,209,491.00
32,356,471.55

1,629,356,574.34
71,209,491.00
46,548,997.70

744,801,154.15
10,269,695,073.05
13,561,769,257.68
1,368,804,844.36
14,930,574,102.04
23,729,888,204.20

744,801,154.15
9,716,401,275.28
13,003,763,631.47
1,307,261,162.15
14,311,024,793.62
22,371,915,590.82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司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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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機構負責人：莊健瑩

合併利潤表
編製單位：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金額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一、營業收入
減：營業成本
稅金及附加
銷售費用
管理費用
研發費用
財務費用
其中：利息費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信用減值損失（損失以「-」號填列）
資產減值損失（損失以「-」號填列）
資產處置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二、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加：營業外收入
減：營業外支出
三、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減：所得稅費用
四、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一）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其中：持續經營淨利潤
（淨虧損以「-」號填列）
終止經營淨利潤
（淨虧損以「-」號填列）
（二）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其中：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淨虧損以「-」號填列）
少數股東損益（淨虧損以「-」號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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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數

上期數

3,479,027,465.92
1,177,627,078.95
37,462,155.37
1,106,521,771.51
199,383,394.22
288,330,797.66
-37,928,486.80
23,448,658.85
62,380,723.44
52,466,905.60
21,795,223.54
15,078,700.65
-53,502,658.48
789,451.79
-5,309,013.21
-370,357.71
723,500,306.54
1,882,370.35
1,591,814.41
723,790,862.48
112,667,091.00
611,123,771.48

3,349,814,145.87
1,122,873,640.04
40,381,713.93
1,134,889,601.99
170,502,506.19
231,485,371.64
-23,336,581.96
14,068,040.27
34,485,832.26
73,137,809.50
16,833,577.54
-3,506,817.44
-36,631,085.76
-3,207,016.48
-22,804,347.40
21,927.78
700,368,759.22
6,297,187.09
2,817,423.55
703,848,522.76
106,096,145.35
597,752,377.41

611,123,771.48

597,752,377.41

553,293,797.77

519,651,078.57

57,829,973.71

78,101,298.84

項目
五、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一）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1、重新計量設定受益計劃變動額
2、權益法下不能轉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3、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公允價值變動
4、企業自身信用風險公允價值變動
5、其他
（二）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1、權益法下可轉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2、其他債權投資公允價值變動
3、金融資產重分類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額
4、其他債權投資信用減值準備
5、現金流量套期儲備（現金流量套期損益的
有效部分）
6、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7、其他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六、綜合收益總額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釋每股收益

董事長兼法定代表人：朱保國

執行董事兼總裁：唐陽剛

本期數

上期數

-14,442,932.04
-14,192,526.15
-7,864,640.20

-123,910,341.14
-123,666,253.18
-134,214,231.82

-7,864,640.20

-134,214,231.82

-6,327,885.95

10,547,978.64

-6,327,885.95

10,547,978.64

-250,405.89
596,680,839.44
539,101,271.62
57,579,567.82

-244,087.96
473,842,036.27
395,984,825.39
77,857,210.88

0.59
0.59

0.56
0.55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司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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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機構負責人：莊健瑩

合併現金流量表
編製單位：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金額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一、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收到的稅費返還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支付的各項稅費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收回的現金淨額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到的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購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支付的現金
投資支付的現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現金淨額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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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數

上期數

3,286,409,919.40
26,492,928.59
178,985,389.54
3,491,888,237.53
705,720,637.44
524,232,948.89
278,134,815.92
1,273,490,896.32
2,781,579,298.57
710,308,938.96

3,135,230,765.61
28,023,226.86
111,132,146.25
3,274,386,138.72
677,393,833.22
445,569,030.45
384,989,833.08
1,251,813,259.20
2,759,765,955.95
514,620,182.77

6,832,308.83
177,968.00

54,739,163.66
16,991,426.46
35,900.00

6,160,000.00
13,170,276.83
201,222,779.06

26,600.00
71,793,090.12
245,253,330.49

30,338,557.45

20,000,000.00

115,935.94
231,677,272.45
-218,506,995.62

259,662.63
265,512,993.12
-193,719,903.00

項目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少數股東的股利、利潤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董事長兼法定代表人：朱保國

執行董事兼總裁：唐陽剛

本期數

上期數

21,187,024.40

614,233,360.56

1,676,437,809.48
670,523.14
1,698,295,357.02
1,326,859,803.19
16,857,731.05

660,000,000.00
816,504.87
1,275,049,865.43
552,984,146.53
14,492,067.75

1,238,000.71
1,344,955,534.95
353,339,822.07
-9,621,652.40
835,520,113.01
9,125,309,968.12
9,960,830,081.13

790,061,209.85
1,357,537,424.13
-82,487,558.70
-1,064,105.14
237,348,615.93
9,952,049,990.08
10,189,398,606.01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司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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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機構負責人：莊健瑩

（二）審計報告
第一季度報告是否經過審計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承董事會命
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Livzon Pharmaceutical Group Inc. ＊
公司秘書
楊亮
中國，珠海
2022年4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唐陽剛先生（總裁）及徐國祥先生（副董事長及副總裁）；本
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朱保國先生（董事長）、陶德勝先生（副董事長）、邱慶豐先生及俞雄先生；
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華先生、田秋生先生、黃錦華先生、羅會遠先生及崔麗婕女
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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