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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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阮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明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琼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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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325,538.59 133,421,305.86 3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838,265.84 -13,243,999.35 20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110,720.26 -17,643,297.98 162.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496,950.04 28,404,655.29 0.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6 -0.0433 228.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6 -0.0433 228.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1.39% 17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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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642,372.03 1,979,438,635.76 -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86,913,818.88 1,373,075,553.0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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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0,806.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455.93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9,875.1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30.16  

合计 2,727,545.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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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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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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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长江产

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24% 87,592,065 37,539,103   

武汉信用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8% 14,855,015    

盛稷股权投资

基金（上海）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9% 8,998,388  质押 8,998,388 

#吴小莉 境内自然人 2.11% 7,329,301    

#上海瑞尔房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5,028,702    

建信（北京）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4% 5,005,213 5,005,213   

#伍尔伏 境内自然人 1.10% 3,811,651    

张国明 境内自然人 1.03% 3,567,103    

#缪朝晖 境内自然人 1.01% 3,505,983    

#王全寿 境内自然人 1.01% 3,49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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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50,052,962 人民币普通股 50,052,962 

武汉信用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14,855,015 人民币普通股 14,855,015 

盛稷股权投资基金（上海）有限

公司 
8,998,388 人民币普通股 8,998,388 

#吴小莉 7,329,301 人民币普通股 7,32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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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瑞尔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5,028,702 人民币普通股 5,028,702 

#伍尔伏 3,811,651 人民币普通股 3,811,651 

张国明 3,567,103 人民币普通股 3,567,103 

#缪朝晖 3,505,983 人民币普通股 3,505,983 

#王全寿 3,497,741 人民币普通股 3,497,741 

俞立珍 2,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除湖北

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外的其他九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吴小莉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329,301 股，合计持有 7,329,301 股；公司股东上海瑞尔房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541,090 股，合计持有 5,028,702

股；公司股东伍尔伏通过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811,651 股，合计持有 3,811,651 股；公司股东缪朝晖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05,983 股，合计持有 3,505,983 股；公司股东王全寿

通过华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97,741 股，合计持有

3,49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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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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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76,325,538.59 133,421,305.86 42,904,232.73 32.16% 附注1 

营业成本 117,474,135.93 95,067,847.88 22,406,288.05 23.57% 附注2 

税金及附加 4,009,156.94 2,912,478.51 1,096,678.43 37.65% 附注3 

销售费用 5,585,670.48 3,152,510.39 2,433,160.09 77.18% 附注4 

管理费用 21,465,525.99 29,017,678.33 -7,552,152.34 -26.03% 附注5 

研发费用 7,506,265.22 9,272,999.93 -1,766,734.71 -19.05% 附注6 

财务费用 2,926,602.91 6,087,403.73 -3,160,800.82 -51.92% 附注7 

其他收益 3,240,806.84 6,803,122.57 -3,562,315.73 -52.36% 附注8 

营业外支出 33,455.93 1,427,950.39 -1,394,494.46 -97.66% 附注9 

营业利润 17,897,295.19 -13,297,645.86 31,194,941.05 234.59% 附注10 

利润总额 17,868,839.26 -14,722,764.23 32,591,603.49 221.37% 附注10 

净利润 12,935,440.72 -15,044,467.90 27,979,908.62 185.98% 附注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38,265.84 -13,243,999.35 27,082,265.19 204.49% 附注10 

每股收益 0.0556 -0.0433  0.0989  228.41% 附注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96,950.04 28,404,655.29 92,294.75 0.32% 附注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44,091.49 -12,240,749.57 -11,703,341.92 95.61% 附注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68,667.35 322,300,607.33 -350,769,274.68 -108.83% 附注1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814,552.10 338,480,992.79 -362,295,544.89 -107.04%  

注： 

1、 营业收入同比上升，主要系上年受新冠疫情相关产品市场需求不足以及停工的影响，本年正常生产，销量比上期明显增

长所致； 

2、 营业成本同比上升，主要系报告期销量增加所致； 

3、 税金及附加同比上升，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增加所致； 

4、 销售费用同比上升，主要系报告期内销量及收入的增加所致； 

5、 管理费用同比下降，主要系上年受新冠疫情相关产品市场需求不足以及停工的影响，本年正常生产，公司停工损失减少； 

6、 研发费用同比下降，主要系公司口服固体制剂产品工艺、质量及疗效升级等项目研发进度尚在跟进过程中，尚未满足相

应研发费用的确认条件所致；  

7、 财务费用同比下降，主要系公司借款减少所致； 

8、 其他收益同比下降，主要系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9、 营业外支出下降，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新冠疫情捐款100万元，今年无捐赠支出所致； 

10、营业收入同比上升，营业成本同比上升，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等同比下降，导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同比大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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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1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额同比波动不大，虽然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有所增加，但本期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支付

的税费也有所增加；  

1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出额同比增加，主要系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入额同比下降，主要系公司本期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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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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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取得银行利息及支出银行手续费净额245.33万元（其中2020年195.13万元、

2021年1-3月50.20万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7,494.26万元（其中2020年6,004.94万元、2021年1-3月1,489.32万元），直接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7,339.37万元（2020年7,339.37万元、2021年1-3月0万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18,640.39万元，其中：

资金专户存款余额12,640.39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余额6,000.00万元。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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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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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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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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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

情况索引 

2021 年 01 月 0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未出

书面报告 
不适用 

2021 年 01 月 0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未出

书面报告 
不适用 

2021 年 01 月 0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未出

书面报告 
不适用 

2021 年 01 月 1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未出

书面报告 
不适用 

2021 年 01 月 2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未出

书面报告 
不适用 

2021 年 01 月 2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未出

书面报告 
不适用 

2021 年 01 月 2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未出

书面报告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31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未出

书面报告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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