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950                             证券简称：重药控股                             公告编号：2021-044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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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绍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邱天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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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77,230,753.69 7,664,345,566.49 8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524,791.42 84,168,661.88 -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7,265,656.81 77,913,035.78 -26.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47,529,457.48 -2,027,461,419.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9% 1.01%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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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09,808,002.72 42,432,466,239.45 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57,134,177.81 8,835,705,297.23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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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72,2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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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9,203.01 主要是政府授予的补助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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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99,100.26 
主要为公司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787,624.28 主要是预计负债重新计量影响 

减：所得税影响额 6,127,543.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31,757.59  

合计 22,259,134.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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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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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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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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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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医药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47% 664,900,806 0 质押 109,867,400 

重庆市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33% 282,294,397 0   

深圳茂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01% 155,737,404 0 质押 100,000,000 

茂业商业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4% 73,327,536 0   

重庆渝富资本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重庆

战略性新兴产业

医药专项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21% 72,778,526 0   

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34,306,726 0   

天津天士建发生

物科技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6% 28,694,335 0   

广州白云山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25,992,3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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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重庆智全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2% 21,142,510 0 质押 7,200,000 

重庆渤溢新天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15,595,3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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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664,900,806 人民币普通股 664,900,806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82,294,397 人民币普通股 282,294,397 

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5,737,404 人民币普通股 155,737,404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73,327,536 人民币普通股 73,327,536 

重庆渝富资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

医药专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2,778,526 人民币普通股 72,778,526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34,306,726 人民币普通股 34,306,726 

天津天士建发生物科技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8,694,335 人民币普通股 33,131,022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5,992,330 人民币普通股 25,992,330 

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1,142,510 人民币普通股 21,142,510 

重庆渤溢新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595,398 人民币普通股 15,595,3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为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重

庆渤溢新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投资的合

伙企业，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与重庆渤溢新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人。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

制人，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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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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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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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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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一季度，在第四批全国药品集采等重大外部政策影响下，医药流通行业继续面临深刻改革。随着上年新并表企业的持

续融合，公司整体实力稳步提升，营业规模较同期显著提升。受医疗机构欠款等因素影响，公司继续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

化业务，财务费用有所增加，对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指标产生一定影响。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资产及负债变动情况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24,772,065,513.66 21,724,720,510.09 14.03% （1） 

预付款项 1,059,736,043.52 967,534,674.57 9.53% （2） 

存货 6,175,162,360.36 5,652,748,903.68 9.24% （3） 

其他流动负债 1,233,005,334.84 22,533,285.53 5371.93% （4） 

长期借款 4,394,595,566.24 3,403,480,742.63 29.12% （5） 

（1）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14.03%，主要是由于上年年末公司加大应收账款清收力度，应收账款年底回款较好，而本年一季

度销售业务尚未到回款期，导致一季度末应收账款余额较上年年末有所增长。 

（2）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9.53%，主要是随着各地集采政策逐步落地，对上游供应商预付款增加。 

（3）存货较年初增长9.24%，主要是本年一季度整体销售情况较好，各地子公司相应增加了库存备货所致。 

（4）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增长5371.93%，该项目主要为公司根据保障业务发展的需求，一季度发行了多期超短期融资券，

在一季度末余额为12亿元。 

（5）长期借款较年初增长29.12%，主要是由于股权并购、工程投资项目等不断推进，长期资金需求增加，公司相应调整长

短期借款结构，增加长期借款。 

2、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成果变动情况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4,477,230,753.69 7,664,345,566.49 88.89% （1） 

销售费用 439,701,802.50 247,153,986.48 77.91% （2） 

管理费用 253,768,109.58 170,727,636.88 48.64% （3） 

财务费用 274,848,893.07 105,809,618.83 159.76% （4） 

信用减值损失 -130,423,401.15 -92,949,227.21 40.32% （5）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88.89%，一方面是同期是受疫情影响，公司在重庆、湖北、四川等地业务量本年得到恢复增

长；另一方面上年并购了重药天津等公司，一季度保持了较好的经营规模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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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77.91%，主要是由于上年新并购公司同期一季度费用未并入，导致在人工、物流等多项费用

项目同比增加。 

（3）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48.64%，主要是由于上年新并购公司同期一季度费用未并入，导致在人工、折旧、租赁费等

多项费用项目同比增加。 

（4）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159.76%，主要是资金需求增加，有息负债增长，同时加大了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规模，导

致利息支出增加。 

（5）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40.32%，系上年年末加大应收账款清收力度，应收账款年底回款较好，而本年一季度应

收账款规模增加，账龄延长所致。 

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情况 

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7,529,457.48 -2,027,461,419.24 流出增加25.65%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0,370,973.25 -108,470,672.97 流出增加241.45%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6,407,203.98 1,765,830,214.01 流入增加18.15% （3）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净流出增加25.65%，主要系一季度收入尚未到回款期，且收入快速增长，公司增

加采购备货力度，应收账款和预付款项增长较快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净流出增加241.45%，主要是本期支付上年并购重药天津等项目并购款。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净流入增加18.15%，主要是本期增加了银行借款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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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证券品 证券代 证券简 最初投 会计计 期初账 本期公 计入权 本期购 本期出 报告期 期末账 会计核 资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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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码 称 资成本 量模式 面价值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买金额 售金额 损益 面价值 算科目 源 

境内外

股票 
000893 

亚钾国

际 

73,799,

994.60 

公允价

值计量 

59,308,

616.35 

22,903,

446.60 
0.00 0.00 0.00 

22,903,

446.60 

82,212,

062.95 

其他非

流动金

融资产 

自筹 

境内外

股票 
600729 

重庆百

货 

225,000

.00 

公允价

值计量 

6,566,0

23.00 

501,699

.86 
0.00 0.00 0.00 

501,699

.86 

7,067,7

22.86 

其他非

流动金

融资产 

自筹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 

合计 
74,024,

994.60 
-- 

65,874,

639.35 

23,405,

146.46 
0.00 0.00 0.00 

23,405,

146.46 

89,279,

785.8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14 年 08 月 26 日 

2017 年 11 月 24 日 

2019 年 12 月 06 日 

2021 年 04 月 26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2014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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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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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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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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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期末数 

截至季报

披露日余

额 

预计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

金额 

预计偿还

时间（月

份） 

重庆市盐

业（集团）

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 

购买重盐

集团所持

化医财务

公司 10%

股权 

10,700 0 0 10,700 10,700 现金清偿 10,700 
2021 年 4

月 23 日 

合计 10,700 0 0 10,700 10,700 -- 10,700 -- 

期末合计值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1.21% 

相关决策程序 2019 年 12 月 6 日，重药控股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当期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

任人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

的情况说明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购买重盐集团所持化医财务公司 10%股权，

按协议约定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10,700 万元，但该次交易未获重庆市银保监局审核通过，

重盐集团应当及时退回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股权转让款。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重庆医药参与竞买重盐集团所持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1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2）、2020 年 5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竞买重盐集团所持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 

        该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由重庆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参与重盐集团出售化医财务公司 10%股权的挂牌竞买，并与重盐集团签署

相关协议。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照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交易协议约定支付相关款项。不涉及责任人追究问题。 

        在该事项发生后，公司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催促重盐集团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归

还我司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包括不限于向重盐集团发出《公司函》、《律师函》，恳请公

司间接控股股东协商解决。重盐集团已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向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归还上述全部款项及利息。目前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

会拟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该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由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参与重盐集团出售化医财务公司 10%股权的挂牌竞买，并与重盐集团签署相关协议。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照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交易

协议约定支付相关款项。不涉及责任人追究问题。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 2021 年 0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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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意见的披露日期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

核意见的披露索引 

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清偿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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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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