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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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李明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傅华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傅华平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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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5,691,800.55 1,340,784,168.08 3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99,853,912.24 1,172,469,504.45 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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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693,327.66 124,327,984.99 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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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048,476.45 343,694,596.93 1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7,002,263.69 57,007,345.49 1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314,779.86 43,079,352.19 19.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0 5.53 

减少 0.03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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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0 1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0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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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7.63 -2,7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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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990.60 11,226,506.4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49,551.83 4,390,722.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60,199.86 -3,402,633.5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6,202.22 2,771,208.49  

所得税影响额 56,781.72 704,426.41  

合计 287,818.88 15,687,4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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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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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寿仙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5,094,030 38.39 0 
质押 

9,3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振皓 11,570,500 8.06 0 无  境内自然人 

郑化先 6,094,500 4.25 202,90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振宇 3,933,970 2.7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叶世萍 3,360,000 2.34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杭州金投盛晗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870,000 2.00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建淼 2,480,700 1.73 30,960 无  境内自然人 

嘉兴银宏兆泉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银宏天盈 1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464,375 1.72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浙江晖鸿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晖鸿掘金 10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189,695 1.53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瑛 2,098,125 1.46 168,000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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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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寿仙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094,030 人民币普通股 55,094,030 

李振皓 11,57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70,500 

郑化先 5,89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891,600 

李振宇 3,933,970 人民币普通股 3,933,970 

叶世萍 3,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60,000 

杭州金投盛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8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0,000 

嘉兴银宏兆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银

宏天盈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464,375 
人民币普通股 

2,464,375 

李建淼 2,449,740 人民币普通股 2,449,740 

浙江晖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晖鸿掘

金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189,695 
人民币普通股 

2,189,695 

孙惠刚 2,0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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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末上述四人直接或

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4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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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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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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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679,678,914.22 205,623,757.44 230.54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可转债募集

资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

产 
130,000,000.00 198,500,000.00 -34.51 

主要系本期公司理财产品到期赎

回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9,395,975.88 5,621,081.80 67.16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银行承兑汇

票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5,942,549.90 3,692,965.90 60.92 
主要系本期公司追加对外投资所

致 

在建工程 112,510,755.74 84,008,549.76 33.93 
主要系本期公司持续投入年产30

吨中药饮片生产线项目所致 

应付账款 72,915,881.93 26,001,056.17 180.43 

主要系本期公司购入原材料、菌

棒、椴木、广告宣传费本期未付

款所致 

预收款项 - 4,981,520.6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

将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合同负债 9,862,275.10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

将预收款项、递延收益重分类至

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30,098,578.88 68,603,525.20 -56.13 

主要系本期公司2018年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部分解锁冲减长期应付

款所致 

库存股 29,218,043.56 68,603,525.20 -57.41 

主要系本期公司2018年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部分解锁冲减库存股所

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税金及附加 4,004,442.21 2,889,846.68 38.57 
主要系本期公司销售收入增加、

销售产品结构变化所致 

销售费用 181,807,132.34 137,167,889.28 32.54 
主要系本期公司新冠疫情期间加

强公司宣传所致 

管理费用 52,101,111.41 82,381,942.66 -36.76 
主要系本期确认股份支付费用比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3,379,698.29 -2,575,204.9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可转换公司

债券，计提本期利息费用增加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165,151.57 1,332,313.90 -87.60 
主要系本期公司应收款计提坏账

金额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1,302,708.68 7,184,670.28 57.32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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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3,541,430.89 2,165,770.35 63.52 主要系本期公司捐赠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386,523.23 138,822.88 178.43 
主要系本期公司应税销售收入增

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2,274,029.38 -44,735,538.3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可转债募集

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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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明焱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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