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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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胡季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谌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桃芳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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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8,659,845.05 9,278,585,412.77 -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80,026,786.91 5,026,170,667.24 1.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975,605.45 283,116,391.03 -43.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91,042,909.28 1,678,628,374.37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837,274.31 182,313,527.36 -7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921,699.57 117,226,813.13 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3.84 减少 2.8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7 -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7 -71.43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91 亿元，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 5.22%，较 2020 年第四季

度环比增长 16.43%。随着上年同期疫情爆发初期呼吸类用药、维 C类健康保健食品及消杀防护类

用品等市场需求量暴增因素的消除，以及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必坦）、奥美拉唑肠溶胶囊（金

奥康胶囊）本期受集采影响销售收入下降，丹参川芎嗪注射液本期归零等不可比因素的影响，导

致公司 2021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减少约 3.3 亿元。扣除上述不可比因素后，公司 2021 年一季

度营业收入同比呈现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自我保健产品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8.18 亿，同比下降 10.78%，占主营业务收

入比重为 51.69%，其中：健康消费品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非处方药业务同比下降 15.44%，其

中受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感冒呼吸道疾病大幅减少影响，本期呼吸类用药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

下降 56.31%；公司处方药业务收入受丹参川芎嗪注射液归零以及必坦受集采因素影响，同比略降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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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纳入公司大品牌大品种工程项目的品牌及产品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11.45 亿元，较

同期同口径下降 2.41%。其中，呼吸用药“金笛”牌复方鱼腥草合剂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1.6亿元，

下降 76.22%；金奥康胶囊受集采影响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0.37 亿元，下降 27.10%；自我保健类产

品“康恩贝”牌肠炎宁系列、“珍视明”牌滴眼液及眼罩、洗眼液等眼健康系列用品、“前列康”

牌普乐安产品、康恩贝牌保健食品销售收入均同比增长；处方药品种“至心砃”牌麝香通心滴丸、

“金艾康”牌汉防己甲素、“金康速力”牌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龙金通淋胶囊等产品销售收入

亦同比增长。 

2、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83.7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3.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92.1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4.00%。净利润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1）与 JHBP(CY) Holdings Limited 相关的非经常性损益影响 

公司所持嘉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主体 JHBP(CY)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

“JHBP(CY)”)股份按照 2021 年 3 月 31 日收盘价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1,999.66 万元，影

响公司 2021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8,999.74 万元。而上年同期公司转让

JHBP(CY)部分股权产生投资收益相应增加了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42.11万元。 

JHBP(CY)相关的非经常性损益影响 2021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减少 14,041.85万元。 

（2）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相关影响 

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拜特公司”）核心产品丹参川芎嗪注射液受政策影

响，2020年下半年已全部被调整出各省级地方医保支付目录。为减少运营成本及经营不确定性可

能带来的持续亏损，按有关要求，贵州拜特公司于 2021年 1月向药监部门提出停产申请并进行了

备案。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公告，丹参川芎嗪注射液药品注册批件已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注销。目前贵州拜特公司处于停产状态。2021年一季度贵州拜特公司亏损 922万元，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减少约 2,106 万元。 

若扣除上述与 JHBP(CY)相关的非经常性损益和贵州拜特公司相关因素，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47亿元，较 2020年同期同口径增长约 22.50%；实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32亿元，较 2020年同期同口径增长约 23.55%。 

综上，公司在消化了贵州拜特公司、同期疫情影响的不可比因素和金奥康及必坦受集采影响

的因素后，2021年一季度主营业务经营和业绩整体保持稳定，并且稳中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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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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1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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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7,645.33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及递延收

益摊销转入“其他收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19,996,599.70 主要系 JHBP（CY）期末公允价

值变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112.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20,064.59 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84,805.69  

所得税影响额 27,179,223.77  

合计 -74,084,4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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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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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533,464,040 20.00 0 无 0 国有法人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216,284,371 8.1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胡季强 133,579,085 5.01 0 质押 63,000,000 境内自然人 

浙江大华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33,839,700 1.2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陈丽君 23,965,100 0.9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9,031,038 0.34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8,814,902 0.33 0 无 0 其他 

陈保华 8,569,948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倪子涵 7,916,700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蔡辉庭 6,103,000 0.23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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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533,464,04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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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216,284,371 人民币普通股  

胡季强 133,579,085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大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3,839,7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丽君 23,965,1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031,038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814,902 人民币普通股  

陈保华 8,569,948 人民币普通股  

倪子涵 7,916,700 人民币普通股  

蔡辉庭 6,1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胡季强先生，与胡季强先生属

一致行动人关系。2、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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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注：截止报告期末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97,282,881 股，占公司总股本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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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资产、负债变动幅度超过30%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77,780,627.76  1,575,057,825.63  -37.92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融资规模较年

初进一步下降所致 

应收账款 1,250,153,117.12  859,992,363.65  45.37 

主要系2020年四季度公司进一步加

强货款清收回笼，促使2020年末整体

应收账款规模较小所致。 

预付款项 56,096,880.79  34,200,669.90  64.02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原料款及广告

费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2,364,535.95  36,674,642.90  42.78 
主要系报告期末预付设备款项较上

年期末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 12,232,619.38  22,372,619.38  -45.3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金康医药公司

少数股东股利所致 

递延收益 146,477,354.07  98,611,707.90  48.5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较年初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44,174,791.30  74,311,929.97  -40.5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确认转回

JHBP(CY)股份公允价值变动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所致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7 

 

（2） 公司损益变动幅度超过30%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7,224,368.64  29,191,927.22 -41.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融资规模下降

以及融资利率下降带来的利息支出

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2,560,405.76   35,458,961.20  -107.22  

主要系上年同期包含公司转让

JHBP(CY)部分股权确认股权转让投

资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19,996,599.7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所持JHBP(CY)

股份收盘价较2020年末下降，公司确

认相应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所致 

营业外支出 621,968.39  12,310,907.68  -94.95  
主要系上年同期疫情期间公司对外

捐赠支出较多所致 

 

（3） 公司现金流量变动幅度超过30%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0,975,605.45 283,116,391.03 -43.14 

主要系受贵州拜特公司本期生产

活动暂停影响公司销售商品收到

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以及支付的

原料款、税费和职工薪酬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542,008.52 89,791,646.50 -116.20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收到转让

JHBP(CY)部分股权的股权转让款

以及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定期存款到期解付，导致同期投

资活动现金流入较大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51,655,527.05 36,354,801.49 -1,892.4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融资规模较

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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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21日，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胡季强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康恩贝集团公司签订了《股

份转让协议书》，胡季强先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所持有的42,500,000股本公司股份转让给

康恩贝集团公司，转让数量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59%，股份转让双方于2021年2月24日办理完成过

户登记手续。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完成后，胡季强先生持有本公司股数减少至133,579,085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5.01%；康恩贝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股数增加至216,284,37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8.11%。胡季强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康恩贝集团公司、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股份仍为355,622,519股不变，仍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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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涉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亦未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0%的股份；

实际控制人仍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和2月25

日披露的临2021-006号《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向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

告》和临2021-010号《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向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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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季强 

日期 2021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