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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寿仙谷 60389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国芳 翁华强 

电话 0579-87622285 0579-87622285 

办公地址 浙江省武义县黄龙三路12号 浙江省武义县黄龙三路12号 

电子信箱 liuguofang@sxgoo.com sxg@sxgoo.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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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961,502.88 612,095,065.63 4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20,119,731.31 436,925,641.93 87.7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2,534,532.80 48,131,701.17 9.15 

营业收入 167,028,270.76 148,842,953.85 1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0,957,611.62 36,817,844.67 1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496,966.92 28,928,926.79 29.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05 9.67 减少1.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35 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35 5.7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79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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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浙江寿仙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1.46 57,964,030 57,964,030 无   

李振皓 境内自

然人 

8.28 11,570,500 11,570,500 无   

郑化先 境内自

然人 

3.97 5,547,500 5,547,500 无   

孙树林 境内自

然人 

3.06 4,279,500 4,279,500 无   

李振宇 境内自

然人 

2.81 3,933,970 3,933,970 无   

杭州汉鼎宇佑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0 3,500,000 3,500,000 质押 3,500,000 

谢华宝 境内自

然人 

2.27 3,170,000 3,170,000 无   

李建淼 境内自

然人 

1.70 2,377,500 2,377,500 无   

王瑛 境内自

然人 

1.64 2,297,500 2,297,500 无   



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3 2,000,000 2,000,000 无   

杭州润铭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3 2,000,000 2,000,000 无   

浙江恒晋同盛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3 2,000,000 2,00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李明焱、朱惠照分别持有寿仙谷投资 65.00%、

35.00%的股权，李明焱、朱惠照为夫妻关系，李振皓、李

振宇为兄弟关系，李振皓、李振宇为李明焱、朱惠照之子，

上述四人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寿仙谷投资、李振皓、

李振宇为一致行动人； 

2、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中，市场信心有了一定的增强。我国 2017 年上半年 GDP

增速达到 6.9%，经济稳中向好。公司全面落实“改革创新、提质增效”战略方针，“提质增效补短板，

撸起袖子加油干”，通过导入“精益管理”强化内部管控，不断改善绩效考核措施，借助 2017 年 5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契机，加强了营销网络建设和市场推广力度，企业社会形象

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美誉度不断向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稳步增长。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

收入 1.67 亿元，同比增长 12.2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095.76 万元，同比增长 11.24%。 

1、市场开拓稳步推进，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市场开拓，公司在上海成立了营销中心，上半年新增了四川、重庆、湖

南和山东等区域市场，使得省级区域市场达到了 13 个，销售网点遍布 22 个省份，逐步形成了以

长三角市场为核心，以京津冀和珠三角市场为两翼，以中西部市场为补充的全国市场格局，为接

下来的全国市场推广和销售上量奠定较好渠道网络基础。在拓宽渠道的同时做深做细原有渠道，



特别加大了互联网销售的人才引进和推广力度，上半年互联网销售收入与上年同比增长了

35.68%。尝试运用强势资源借力开拓新的业务，公司与阿里巴巴、分众传媒、万事利、东方航空

等知名企业的合作正在洽谈中，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 

2、研发创新持续强化，发展后劲得到充实。 

完成项目验收 10 项，其中国家级 3 项，省级 3 项，县级 4 项。授权发明专利 3 项，发表论文

11 篇。国家工信部“优质灵芝规范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通过第一年度绩效考核评价验收；国家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铁皮石斛新品种繁育与生态高效栽培及精深加工技术应用与示范” 通过验

收并取得证书。中央本级重大增减支项目“灵芝、铁皮石斛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准研制” 通过项目

验收。2016 年特色农产品“一品一策”示范区建设项目“铁皮石斛品质关键技术提升”和“武义县铁皮

石斛全产业链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等项目通过现场验收。铁皮石斛、灵芝“生态原产地产品”项目

通过省检验检疫局现场初审。 

上半年新增申报项目 4 项，其中国家项目 2 项，省级项目 2 项。围绕灵芝和石斛开发中药新

药的研发策略，由寿仙谷与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共同进行开发的六类新复方研发项目已经立项，五

类新药产品的开发正在与合作单位谈判中。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特殊人群营养健康食品研发-浙

江特色果蔬源‘三降’功能因子筛选及营养健康食品研发” 完成协议书签订并正式启动。 

3、标准制定有序推进，企业实力得到肯定。 

由公司承担制定的《中医药-灵芝》和《中医药-铁皮石斛》ISO 国际标准已经顺利通过预阶段

（PWI）、提案阶段（NP）和准备阶段（WD），即将进入委员会准备阶段（CD）。开展并完成国家

认监委认证认可行业标准《道地药材（铁皮石斛）认证规范（标准）》的研究。完成并提交《中药

材商品规格等级•铁皮石斛》和《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灵芝》标准草案。完成寿仙谷牌铁皮枫斗

灵芝浸膏企标备案并取得批准文件。完成清可宁颗粒、清可宁片、葡萄籽灵芝片等 5 个品种的工

艺研究并制订工艺规程的生产工艺规程初稿。 

4、生产范围持续扩张，竞争能力得到提升。 

注重多元化发展，改善产品结构。保健食品寿仙谷牌破壁灵芝孢子粉粉剂、片剂和颗粒剂、

西红花铁皮枫斗膏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中药饮片新增鲜石斛、浙贝母、太子参、绞股蓝、夏天

无（统货）品种 5 个。寿仙谷牌红曲灵芝胶囊新产品完成注册。受委托生产品种延芝堂牌蝙蝠蛾

拟青霉菌丝体粉、延芝堂牌蝙蝠蛾拟青霉菌丝体胶囊保健食品获批。全资子公司康寿制药获取药

品 GMP 证书，可以正式生产三七片、降糖甲片、妇康宁片、姜枣祛寒颗粒、少阳感冒颗粒、杞菊

地黄丸（浓缩丸）六个中药产品。公司在巩固中药饮片、保健食品生产范围后，正式进军中成药

市场，有利于公司实现丰富产品种类、降低市场经营风险的发展目标，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全资子公司寿仙谷药业年产 15 吨化妆品技术改造项目已经立项并开工建设，预计下半年可以通过

验收并正式投产。 

5、精益管理进行导入，基础工作得到夯实。 

公司与浙江精益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精益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全面导入 6S 精益管理，向管理

要效益，同时开展各类培训，建立管理干部提升班机制，进一步夯实了基础管理。进一步完善《绩

效考核及薪酬管理办法》，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部门及人员工作效率

有了明显提升。不断完善财务核算体系与业务流程，节约资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注重产

品成本分析，管控作用有效显现。 

6、公益活动持续进行，回馈社会得到表彰。 

经常性开展“慢病防治健康行”国家示范项目浙江站活动，宣传慢病科普促进民众健康。参

加省食药院食品药品安全与技术发展研讨会，促进用药安全与健康产业发展。应邀赴伊朗考察调

研，向世人宣传并展示中国在西红花品种选育及仿野生栽培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成果。组织开展

全县中药资源普查查漏补缺工作，举办专家门诊和义诊，服务民众健康幸福。捐款捐物扶贫济困，

获评武义县“2016 年度红十字会功勋奖金奖”。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

府补助》的通知，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

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2）变更日期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开始执行。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

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

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 

因执行新修订的《政府补助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公司将 2017 年上半年度与日常活

动有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1,139,141.12 元，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调整为“其他收益”列报，该变更不

涉及对以前年度列报的追溯调整，且对公司当期净利润、股东权益及现金流量无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