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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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钱木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志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谢筱敏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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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413,945,156.04 389,938,743.31 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36,954.40 7,695,288.74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652,364.72 7,315,213.34 -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414,671.22 -49,070,363.53 -25.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1.32% -0.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513,395,501.10 1,511,206,474.29 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4,146,269.93 636,341,498.50 1.2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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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4,258.9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775,000.00 
主要系公司购买银行结构性存

款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6,932.3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7,736.92  

合计 1,084,58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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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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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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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绍兴华通商

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25% 55,125,000  质押 46,410,000 

钱木水 境内自然人 9.61% 20,172,750 15,129,562 质押 20,172,750 

沈剑巢 境内自然人 3.99% 8,387,250 6,290,437 质押 7,732,823 

朱国良 境内自然人 3.00% 6,300,000 4,725,000 质押 5,813,282 

浙江大熊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伽

利略壹号私募投

资基金 

其他 2.76% 5,786,727    

周志法 境内自然人 1.32% 2,780,050 2,085,037   

周萃 境内自然人 1.31% 2,741,911    

沈柳生 境内自然人 0.65% 1,370,000    

倪赤杭 境内自然人 0.57% 1,200,000 900,000   

陈培炎 境内自然人 0.57% 1,19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5,1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125,000 

浙江大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伽

利略壹号私募投资基金 
5,786,727 人民币普通股 5,786,727 

钱木水 5,043,188 人民币普通股 5,043,188 

周萃 2,741,911 人民币普通股 2,741,911 

沈剑巢 2,096,813 人民币普通股 2,096,813 

朱国良 1,5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5,000 

沈柳生 1,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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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培炎 1,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0,000 

李华锋 1,06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1,600 

陈旭潮 1,005,736 人民币普通股 1,005,7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钱木水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股东周萃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1607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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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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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1,672,297.11 -100.00%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672,297.11 0.00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其他应收款 9,802,523.42 7,493,169.68 30.82% 主要系保证金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391,551.2 10,808,507.8 -40.87% 主要系支付职工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5,705,109.1 9,349,155.28 -38.98% 主要系已缴纳相关税费所致 

应付利息 949,914.00 345,913.05 174.61% 
主要系公司发行可转债相关应付利息

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 去年同期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896,065.46 1,402,182.71 35.22% 主要系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8,807,921.92 22,128,343.65 30.19% 
主要系销售人员增加、工资支出增加、

业务推广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7,170,818.03 3,412,743.76 110.12% 
主要系公司发行可转债，根据会计准

则要求按实际利率计提利息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52,068.77 192,356.72 31.04% 主要系计提坏账损失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53,345.67 422,480.90 -40.03% 主要系补贴收入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775,000.00 0.00  
主要系公司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获得

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667,323.63 30,330.86 2100.15% 主要系公益性捐款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 去年同期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0.00 175,930.90 -100.00% 主要系收到的税费返还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687,063.05 17,446,948.18 35.77% 
主要系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费

用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414,231.48 18,971,192.77 -87.27% 主要系购买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14,231.48 18,971,192.77 -87.27% 主要系购买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4,111.48 -17,321,192.77 86.06% 主要系购买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110,000,000.00 -54.55% 主要系报告期内向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000,000.00 110,000,000.00 -54.55% 主要系报告期内向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0 70,000,000.00 -57.14% 
主要系报告期内归还银行贷款减少所

致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931,415.42 74,329,083.10 -54.35% 
主要系报告期内归还银行贷款减少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68,584.58 35,670,916.90 -54.95% 主要系报告期内向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7,760,198.12 -30,720,639.40 -55.47% 
主要系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减少、向

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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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集团”）正与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农控股”）筹划股权转让事项，浙农控股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华通集团不低于51%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实

际控制人将由绍兴市柯桥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变更为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同时，公司正在筹划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方式收购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组上市。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与标的资产有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再次召

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正式方案，以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等程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取得上述批准

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在2019年4月20日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中对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有关风险作了特别提示，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预案中相关风险提示内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2019 年 04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2019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披露及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筹划实际控制人变更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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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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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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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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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木水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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