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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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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洪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桂花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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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956,148.57 1,532,589,639.49 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07,605,143.21 883,814,552.72 47.9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8,816,246.60 23,687,091.36 950.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66,879,888.27 373,926,441.10 7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0,406,148.72 44,653,784.35 34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96,586,982.93 39,420,461.40 398.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5 5.45 增加 11.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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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9 0.28 3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3 0.28 3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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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9,878.89 -49,8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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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781.88 6,615,208.2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24,964.27 1,294,151.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4,233.91 -3,350,511.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3,243.51 -370,749.93  

所得税影响额 -67,768.58 -319,053.88  

合计 1,549,621.26 3,819,1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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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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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圣达集团

有限公司 
45,375,792 26.51 0 质押 6,3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天台万健投资

发展中心（有

限合伙） 

32,771,141 19.14 0 无  其他 

浙江鸿博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2,019,931 7.02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朱国锭 5,644,800 3.3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天台昌明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644,800 3.30 0 质押 1,960,000 其他 

朱勇刚 4,227,352 2.47 0 无  境内自然人 

浙江银轮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1,188,800 0.69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程书广 710,120 0.41 0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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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冰 642,935 0.38 0 无  境内自然人 

何刚 550,000 0.32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浙江圣达集团有限公司 45,375,792 人民币普通股 45,375,792 

天台万健投资发展中心（有限

合伙） 
32,771,141 人民币普通股 32,771,141 

浙江鸿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019,931 人民币普通股 12,019,931 

朱国锭 5,644,800 人民币普通股 5,644,800 

天台昌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644,800 人民币普通股 5,644,800 

朱勇刚 4,227,352 人民币普通股 4,227,352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1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8,800 

程书广 710,120 人民币普通股 710,120 

白冰 642,935 人民币普通股 642,935 

何刚 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浙江圣达集团有限公司、天台万健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浙江鸿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洪

爱；朱勇刚为洪爱配偶。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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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14,187,093.97  327,470,579.22  57.02  
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带动经营

活动净流入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718,998.00  1,685,794.00  -57.35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背书支付

货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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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 7,171,863.28  2,498,964.48  186.99  主要系本期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851,731.08  671,761.38  324.52  
主要系本期支付保证金和备用

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5,489,392.85  107,235,873.53  -66.91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10,700,000.00  500,000.00  2,040.00  主要系本期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5,460,475.51  3,456,813.65  57.96  

主要系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所

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形成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43,112,817.21  76,080,014.76  -43.33  
主要系本期部分承兑汇票到期

结算所致 

应付账款 56,255,765.39  86,195,080.38  -34.73  主要系本期公司支付货款所致 

预收款项 0.00  2,839,977.30  -100.00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

款项”改列至“合同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12,665,999.69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将因转

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

对价从“预收款项”项目改列至

“合同负债”所致 

应交税费 30,669,149.95  3,979,596.69  670.66  
主要系本期计提应缴纳的企业

所得税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0.00  5,008,280.56  -100.00  主要系本期偿还长期借款所致 

应付债券 0.00  239,449,566.51  -100.00  
主要系本期可转债转股及赎回

所致 

股本 171,188,958.00  112,000,000.00  52.85  
主要系本期可转债转股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增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 0.00  58,972,750.92  -100.00  
主要系本期可转债转股及赎回

所致 

资本公积 669,194,129.65  431,352,555.72  55.14  
主要系本期可转债转股增加所

致 

未分配利润 433,106,931.26  247,374,121.78  75.08  
主要系本期实现的利润增加转

入所致 

 

（2）利润表项目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66,879,888.27  373,926,441.10  78.35  
主要系本期生物素产品销售收

入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8,751,724.63  5,076,548.17  72.40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相应

的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5,810,108.76  11,446,865.79  125.48  
主要系本期职工薪酬、销售佣金

及运输费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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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85,090,492.78  52,630,965.60  61.67  
主要系本期职工薪酬、停工损失

及折旧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26,533,336.97  18,440,715.29  43.88  
主要系本期新增研发项目投入

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9,092,278.56  -1,528,700.96  -694.77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引起的汇

兑损失所致 

投资收益 1,294,151.49  198,390.41  552.33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24,208.33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赎回保本浮动

收益结构性存款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575,944.03  -327,778.62  380.80  
主要系本期坏账准备计提增加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6,138.11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出售资产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57,216.60  365,878.21  216.28  主要系本期废品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4,511,468.65  1,458,654.01  209.29  
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支出增加

所致 

所得税费用 33,876,570.45  7,574,352.23  347.25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导致

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621,691,846.95 378,540,543.10 64.23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

导致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7,260,988.48 23,875,888.23 -69.59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出口退

税款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6,486,711.06 16,404,327.97 61.46 
主要系本期预缴的企业所

得税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58,951,806.46 21,500,000.00 1,569.54 
主要系本期银行理财产品

到期赎回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1,444,151.49 198,390.41 627.93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

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140,133.00 525,466.50 -73.33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

较少,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60,193,451.62 112,935,631.93 -46.70 

主要系子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上年完工转固，本期

投入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99,151,806.46 6,000,000.00 4,885.86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77,000,000.00 493,525,200.00 -43.87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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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38,355,429.39 18,116,911.60 111.71 

主要系本期归还企业拆借

款本金及利息和支付通辽

圣达股权转让款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5,056,029.68 3,864,404.67 -230.84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引起

的汇兑损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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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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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洪爱 

日期 2020年 10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