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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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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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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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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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272,513.20 1,191,526,893.31 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3,283,057.61 984,738,470.40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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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42,349.87 88,841,425.85 9.79 

营业收入 254,474,994.71 226,975,975.08 1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776,535.94 54,040,554.52 -1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5,576,752.08 44,555,528.15 -2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7 6.02 减少1.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8 -13.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8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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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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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9 57,964,030 57,964,030 无   

李振皓 境内自然人 8.04 11,570,500 11,570,500 无   

郑化先 境内自然人 4.24 6,094,500 441,100 无   

李振宇 境内自然人 2.73 3,933,970 3,933,970 无   

叶世萍 境内自然人 2.34 3,362,447   无   

王瑛 境内自然人 1.94 2,797,500 2,674,500 无   

李建淼 境内自然人 1.72 2,480,700 2,449,740 无   

孙惠刚 境内自然人 1.41 2,02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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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2,000,000   无   

谢华宝 境内自然人 1.03 1,48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李明焱家族（李明焱、朱惠照、李振皓、李振

宇）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上述四人直接或间接合计

持有公司 51.06%的股权，其中李明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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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焱、朱惠照分别持有控股股

东寿仙谷投资 65.00%、35.00%的股权，寿仙谷投资、

李振皓、李振宇为一致行动人；2、李建淼系李明焱、



朱惠照之侄子，李建淼与李振皓、李振宇系堂兄弟关系；

3、王瑛系李明焱、朱惠照之外甥女；王瑛与李振皓、

李振宇系表兄妹关系；4、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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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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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深化之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公司继续围绕“打造有机国药第一品牌”总体目标，

深入实施“科技立企、营销兴企、管理强企”发展战略，坚持高质高效打造有机国药不动摇，继续

深化实施“三强三高二比拼”活动，以公司部门组织架构优化、内控制度完善为契机，通过科技创

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实现研发、生产、营销、资本运营上的新突破，为实现企业快速、健

康、高质量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4 亿元，同比增长 12.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4,677.65 万元，同比减少了 13.44%，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而在

报告期内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3,060.36 万元，较上年同期多确认 2,533.53 万元所致，若剔除股份支

付费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738.02 万元，同比增长 30.47%。 

1、销售市场锐意进取，品牌推广力度提升 

加强市场运营中心的改革创新，严格目标责任制考核。运营中心各部门拼搏奋进，各大区市

场戮力同心、锐意进取，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公司销售总体稳中有升。“寿仙谷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寿仙谷牌铁皮枫斗灵芝浸膏”两款产品成功列入 21 世纪“国际中医药健康之路”重点推广产品。 

2、研发工作拓展升级，科技创新喜结硕果 



（1）科技成果 

获得“一种去壁灵芝孢子粉片剂及其制备方法”、“灵芝酸 A 在制备防治丙型肝炎病毒药物中的

应用”授权发明专利 2 项。新申请专利 8 项，包括：“一种灵芝孢子油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国内发

明专利 1 项，“一种中草药打浆机”等实用新型专利 5 项，“包装袋（灵芝孢子 1）”外观专利 2 项。

完成“仙芝 3 号”和“寿菊 1 号”品种权申请材料；完成 2 个灵芝品种“仙芝 1 号”和“仙芝 2 号”品种权

保护的现场考察。寿仙谷牌铁皮枫斗灵芝浸膏获得保健食品延续注册批件证书。发表 SCI 论文 2

篇。完成《武义县单方验方集》、《武义县药用植物志》书籍修改，其中《武义县单方验方集》送

交省药学会进行专家评审。新申报 2019 年铁皮石斛质量安全风险管控（“一品一策”）项目获得批

准。国家项目“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研究（红景天）”、“浙产特色中药材初加工基地建设”、“铁皮石

斛品质关键技术提升”、“铁皮石斛全程标准化技术示范”、“2018 年铁皮石斛质量安全风险管控”

等项目顺利完成验收。 

（2）灵芝孢子粉的药理、临床合作研究有序开展 

与天津南开医院合作的灵芝孢子粉对小鼠结肠癌的抑制作用研究项目，按照试验计划开展，

取得阶段性进展，通过暴露结肠部位注射小鼠结肠癌细胞 CT26 建立了小鼠结肠癌原位模型。经

过 30 天连续灌胃给予灵芝孢子粉治疗后，灵芝孢子粉组肿瘤组织比模型组明显减小（具有统计学

差异）。与法国欧洲精准医疗平台合作的灵芝孢子粉抑制癌细胞作用分子机理研究，从分子水平证

实了去壁灵芝孢子粉在细胞循环的 G2/M 转移点有明显的抑制癌细胞增殖的作用，同时还能下调

mTOR 信号通路活力，从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与华东师范大学逄秀凤老师团队合作进行灵芝孢

子粉抗癌功能研究，逆转肿瘤耐药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寿仙谷牌破壁灵芝孢子粉对耐药细胞株上

均有不同程度的逆转作用；灵芝孢子粉及复方的体内抑瘤研究进展表明，在体内的抑瘤效果基本

与其体外细胞试验结果一致，且动物实验治疗效果显著。 

“去壁灵芝孢子粉干预亚健康失眠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临床试

验”已经完成临床试验方案起草与审核，由湖南中医药大学卫生统计教研室生物统计学专家和公

司研发部相关人员共同完成预试验研究用药物的编盲，通过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湖南

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伦理审批；公司与浙江省抗癌协会共同设立了“中医药肿瘤防治临床

科研基金”，该基金资助采用循证医学方法评价中药产品防治肿瘤疗效的临床研究。接到项目申报

通知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中医院等多家医院确认将申报基金项目，开展灵芝孢子粉相



关临床研究；公司开展去壁灵芝孢子粉用于中晚期恶性肿瘤的真实世界研究，由零氪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作为 CRO 公司，通过回顾性分析恶性肿瘤患者，在接受系统化疗期间，同时服用去壁灵

芝孢子粉的相关诊疗信息，观察和评价去壁灵芝孢子粉在临床真实环境下对于化疗所致骨髓抑制

的影响。现已完成临床试验方案和 CRF 起草工作，与北京三环医院、北中医三院以及部分杭州的

医院达成研究意向，采用前瞻性收集方式开展研究。 

（3）科研平台管理有序进行 

新申报“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科研平台 1 个。顺利通过“浙江省珍稀植物药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 5 个科研平台的工作考核，获得 2018 年度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考核优秀”的评定。与浙江省

淡水所签订“灵芝-水稻-中华鳖生态循环种养殖模式研究”开放基金合同 1 个。“寿仙谷珍稀药材产

品省级重点农业企业研究院”完成任务书签订。“浙江寿仙谷植物生物药与制品研究院”完成研究院

摸底工作及系统填报工作。 

（4）标准制定工作进展顺利 

开展标准研究工作 38 项，其中国家标准 3 项，行业及地方标准 4 项。继 2018 年 12 月《中医

药-灵芝》国际标准出版发布后，由公司主导制定的《中医药-铁皮石斛》国际标准于今年 2 月出

版并发布，公司荣获国际标准制定重大贡献奖。公司主持制定的《灵芝》国家 GB 标准完成文本

的修改、完善与提交。牵头或参与制定的行业标准《道地药材认证标准 铁皮石斛（浙江）》、《道

地药材认证标准 赤灵芝》已提交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审核。6 项团体

标准《道地或主产中药材生产技术规范 杭白菊/温郁金/浙贝母/铁皮石斛/赤芝/延胡索》，已完成标

准文本的格式修改及起草说明的完善，并提交报批稿。浙江制造《铁皮枫斗颗粒》团体标准，已

完成标准起草说明征求意见稿。国家标准《全国中药炮制规范-灵芝/红芪/杜仲/白芷/白芍》形成标

准文本及起草说明并已提交。 

3、夯实优化产业基础，科学管控日趋完善 

（1）认证工作按照年初计划推进 

通过有机产品复审，取得铁皮石斛、灵芝及灵芝孢子粉、西红花、绞股蓝中国有机证书。欧

盟 EU 有机、美国 NOP 有机顺利通过复审认证并取得证书。7 个代用茶产品取得生产资质。开展

新增口服液剂型 SC 认证工作。建立“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重点实验室 ISO/IEC 

17025 体系并开始 CNAS 认证工作。浙产名药推荐产品获得认证证书；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监



督审核、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浙江制造认证体系通过复审；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四

项目均已完成。 

（2）基地和健康产业园项目进展顺利  

根据基地核心区总规方案和公司旅游规划，做好基地二区的改造建设，4,928 ㎡的灵芝现代化

大棚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5,888 ㎡多功能大棚主体、以及绿化整体提升改造完成建设。同时加大

了基地机械化规模和农业智能化建模工作，积极推进寿仙谷现代农业大数据平台搭建，完成了铁

皮石斛、灵芝智能大棚生产因子建模工作。 

武义寿仙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年产 30 吨灵芝孢子粉（破壁）、铁皮石斛干品等中药饮片生

产线建设项目”完成中药材仓库、锅炉房、工程楼、甲类库、饮片车间、提取车间的厂房设计，

完成中药材仓库、工程楼、甲类库主体建筑，提取车间一完成 4 层土建工程，饮片车间开工并处

于打桩阶段。开展污水处理站、配电房设计，完成饮片车间和提取车间工艺设备选型与考察。 

基本完成灵芝孢子粉前处理工序处理产能提升项目、1 号楼饮片车间洁净区改造项目、黄龙

园区污水处理站改造提升工程等项目的建设。完成灵芝破壁孢子粉壁壳干燥项目、气动粉末混合

线等设备采购工作。 

4、管理绩效不断提升，文化引领作用彰显 

（1）落实责任绩效管理 

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三强三高二比拼”活动，层层分解落实责任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绩效

考核体系，推进新员工入职培训、继续教育培训、技能培训、专题培训和外派锻炼学习；稳步推

进积分制管理、6S 管理、精益管理，举办快乐会议奖励先进，较大地调动了员工工作积极性；结

合内控审计的问题，根据部门职责分工，组织修订完善内部管控流程，不断完善财务核算体系与

业务流程，加强投资管理，强化公司资金年度、月度及周预报。继续强化销售市场审计管理、安

全管理、资产管理、车辆管理、档案管理，公司运转良好有序；公司内部推行提质增效、节能减

排等措施，有效控制各项管理费用的支出。推进集团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化安全建设，探索 U8 系

统软件二次开发，延伸至仓管及区域市场内部管理。 

（2）彰显文化影响力 

由寿仙谷公司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医药——灵芝》、《中医药——



铁皮石斛》国际标准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司承办“浙产名药”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大会暨“中医

药养生文化节”、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子种苗发展研讨会”、“浙产中药高品质标准化生产技术

高峰论坛暨中药与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年会”。举办寿仙谷“A 股上市两周年暨科技创新蓝皮书

会”、“寿仙谷 2018 年度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寿仙谷杯国际华文诗歌大赛”、“寿仙

谷铁皮石斛摄影大赛”等活动，为进一步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及浙江省中医药产业健康发展，为企

业、科研院所、高校、医院、检验机构等单元的相互交流与沟通，积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

也较好地向公众展示了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寿仙谷传统中药炮制技艺的传承创新发展成果，

为中医药产业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也为引领珍稀植物药的保护与产业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3）社会责任不断增强 

寿仙谷全力承办“慢病防治健康行”国家示范项目浙江站活动，共建共享引导和促进民众健康，

荣获中国红十字会陈竺会长颁发的“中国红十字奉献奖章”。启动“2019 关爱肿瘤学子公益活动”，

送医下乡进社区义诊活动，捐资捐物结对四川普贤村等美丽乡村建设，践行企业“为民众健康美丽

长寿服务”的企业宗旨，助推“健康中国”“健康浙江”发展。 

（4）社会形象积极向上 

公司董事长李明焱被推选为中国药文化研究会西红花分会副会长、浙江省保健品化妆品行业

协会理事会副会长；被第 57 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授予“世界传统医学杰出贡献奖”和“世界传统医

学企业家创新奖”；获评“国际标准制定重大贡献奖”、“2018 老字号文化影响力十大人物”、“建国

70 周年中国经济建设突出贡献模范人物”荣誉称号。公司基地部场长朱卫东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表彰，公司副总经理王瑛、徐靖分别荣获武义劳动模范和武义县十大杰出青年。 

公司凭借雄厚的综合实力和品牌影响力，荣膺“2019中国品牌影响力 100 强”、“2018 年度浙

江省健康美丽行业科技创新企业”；寿仙谷基地被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确定为 2018 年度种植业“五园

创建”省级示范基地“道地药园”；公司党总支荣获“2018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寿仙谷中

医药文化馆弘扬普及中医药优秀文化，获评武义县三星特色展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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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报告正文“第十节、五、40、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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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