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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 2020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1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寿仙谷 60389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国芳 张明骏 

办公地址 浙江省武义县黄龙三路12号 浙江省武义县黄龙三路12号 

电话 0579-87622285 0579-87622285 

电子信箱 liuguofang@sxgoo.com sxg@sxgoo.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系一家专业从事灵芝、铁皮石斛、西红花等名贵中药材的品种选育、栽培、加工和销售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核心产品主要包括寿仙谷牌灵芝孢子粉（破壁）、寿仙谷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寿仙谷牌破壁灵芝孢子粉颗粒、寿仙谷牌破壁灵芝孢子粉片、寿仙谷牌铁皮枫斗颗粒、寿仙谷牌



铁皮枫斗灵芝浸膏等。 

公司始终坚持“创新现代生物科技，培育道地珍稀药材，博采国医国药精华，服务民众健康

长寿”的经营宗旨，围绕以灵芝及铁皮石斛等名贵中药饮片加工及保健食品的核心主业，不断完

善“全产业链”经营模式，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发展空间，依托寿仙谷品牌的核心竞争优势，全

面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实现从区域性龙头企业到全国有机国药品牌企业的崛起。 

（二）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为灵芝孢子粉（破壁）、破壁灵芝孢子粉、破壁灵芝孢子粉颗粒、破壁灵芝孢子

粉片、铁皮枫斗颗粒和铁皮枫斗灵芝浸膏等，其主要经营模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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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材料供应模式 

公司的生产原料主要为灵芝孢子粉（原料）、鲜铁皮石斛、铁皮石斛干品等中药材，主要来源

于基地自产和对外采购，另外，公司也对外采购由公司提供菌种的灵芝菌棒，用以自行栽培灵芝

并产出灵芝孢子粉。 

（1）基地自产模式 

基地自产模式是指由公司租赁土地，雇佣员工严格按照企业种植标准和要求进行灵芝和铁皮

石斛的培育、栽种管理，形成公司自有的种植基地。当灵芝和铁皮石斛达到可采摘状态后，公司

根据生产计划采摘后作为原材料使用。 

在该模式下，公司能从源头有效控制原料的品质和安全，保障原料供应稳定，但前期投入较

大，回收期较长。目前，公司已在武义白姆乡、俞源乡建立了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主要用于

种植灵芝、铁皮石斛、西红花、杭白菊、三叶青等中药材。 

（2）外购模式 



外购模式有两种：一是合作种植模式，即公司通过与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合同，向其

免费提供菌种、种苗和技术指导，当农户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的灵芝孢子粉（原料）、灵芝菌棒、

鲜铁皮石斛及铁皮石斛干品经验收合格后，公司按合同事先约定的协议价格全数回购。二是一般

采购模式，即公司直接向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其他法人机构按市场价收购符合公司质量标准

的灵芝孢子粉（原料）、鲜铁皮石斛、其他中药材、基质等原材料。公司的外购模式以合作种植模

式为主。 

在合作种植模式及一般采购模式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户向公司提供的灵芝孢子粉（原料）

均未进行任何加工，亦未粉碎破壁，灵芝孢子粉（原料）的破壁由公司完成。 

2、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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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末，生产技术中心根据公司五年发展战略及营销中心提供的市场预测和销售计划制定下

一年度的良种繁育计划、基地生产计划和工厂生产计划，经总经理审批通过后形成公司本年度的

生产计划，并由生产技术中心结合基地大棚建造情况、基地种植周期、设备运行情况、原材料及

成品库存、生产周期等要素，形成每月生产计划，经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批准后安排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实行以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直销模式主要针对购买公司产品用于直接消费

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而经销模式主要针对医药连锁店、药品经销商、超市及商场。 

（1）经销模式 

经销模式是指公司在指定市场区域甄选一家以上经销商，通过经销商将产品销售给终端客户

的销售模式，主要针对医药连锁店、药品经销商、超市及商场，分为买断式经销（公司和经销商

之间构成买卖关系，经销商承担货物灭失风险）和代销式经销（公司与经销商之间构成委托关系，

公司承担货物灭失风险）。公司主要选择大型、知名或有信誉的老字号药房、大型商超作为合作伙



伴，拓展经销渠道。 

（2）直销模式 

直销模式是指不通过中间销售环节，直接将产品销售给终端客户的销售模式，主要针对购买

公司产品用于直接消费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在直销模式下，公司主要通过零售和互联网等渠道

实现销售。 

（三）公司所处行业的基本情况 

（1）中药饮片行业概况 

2020 年 12 月 25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国家药监局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实施意见》（国药监药注〔2020〕27 号），提出要推动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研制。明确古代

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研制有关技术要求，促进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研发，推进古代经典

名方向新药转化。要加强中药质量源头管理。修订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制定中药材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实施指南，引导促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推动中药材产地加工，鼓励中药

饮片企业将质量保障体系向种植加工环节延伸，从源头加强中药材、中药饮片质量控制。 

2020 年 7 月 2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颁布 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起正式实施。2020 年版药典对中药饮片的标准进行了重点修订

和完善，共修订 250 余个饮片质量标准，以保障饮片的质量和临床用药。新增“药材及饮片（植物

类）中 33 种禁用农药多残留测定法”，制定了 33 种禁用农药的控制要求，规定“除另有规定外，

药材及饮片（植物类）禁用农药不得检出（不得过定量限）”。新版药典的颁布实施必将对保障中

药饮片药品质量、维护公众健康、促进中药饮片行业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中药饮片是我国传统的中药产业，随着中药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扩大和升级，我国中药生

产逐步形成了以中药材种植养殖、产地初加工和专业市场为主要环节的中药材产业，也形成了一

大批通过 GMP 认证并初具规模的中药饮片企业。当前，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出台了一

系列利好政策，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中药饮片产业的市场容量不断增大，中药饮片

加工行业已进入一个全面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中药饮片应用上不受诸多医改政策限制， 发展势头好于中成药。反观中成药受到“零加成”

和药占比限制，医生开药动力受到抑制，部分中药大品种也被纳入地方性“辅助用药”管理，受到

更严格的用量限制。中成药增速放缓，发展势头不如中药饮片。 



 

国内中药饮片市场规模，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信部、中国银河研究院 

 

国内中成药市场规模，资料来源：欧睿、中商产业研究院、中国银河研究院 

中药饮片生产与中药材的种植具有较高关联度，中药材的质量、价格变化直接影响中药饮片

的生产，中药材供应稳定性和原料品质优劣是衡量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工业和

信息化部 2016 年发布实行的《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提出，要提升大宗道地药材标准化生产和

产地加工技术，从源头提升中药质量水平。2018 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编制印发了《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2018—2025 年）》，进一步强调

要推进道地药材基地建设，加快发展现代中药产业。道地药材不仅有特定的生长条件和生态环境，

还讲究栽培技术和采收加工工艺，所以道地药材要比其他地区生产的同类药材品质更好。随着消

费者对药品品质和安全性的日益重视，原产地“道地”并经有机产品认证的中药材为原料炮制的中



药饮片将受到市场青睐。 

（2）保健食品行业概况 

随着“大健康”理念兴起、国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消费结构升级、人口老龄化加剧以

及消费群体更加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保健食品的人均支出、消费人群有了显著提升，保健食品

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目前，保健食品品种繁多，不同品种间市场格局差别较大，从企业规模来看，我国保健食品

生产企业普遍规模偏小，行业内企业呈金字塔分布，小型企业占绝大多数，行业集中度较低，企

业间竞争日趋激烈。而国际品牌的大量涌入必将倒逼保健食品产业改革，未来行业朝向合规、集

中方向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以传统中医药学为基础也将成为中国保健食品的独特优势。 

保健食品行业正在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产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更加细化。消费者更

加关注与自身健康需求更匹配的个性化产品,在功效、休闲、美味、使用便利等功能上要求更加严

格,所以保健食品产品多样化、消费日常化、功能专业化是行业必然的发展趋势。 

（3）灵芝及灵芝孢子粉行业概况 

2020 年 1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对党参等 9 种物质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

材的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食品函〔2019〕311 号）将对党参、肉苁蓉、铁皮石斛、西

洋参、黄芪、灵芝、山茱萸、天麻、杜仲叶等 9 种物质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

生产经营试点工作。根据各地试点实施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论

证将上述物质纳入食药物质目录管理的可行性。国家药监局谈到，对于药食同源目录范围内的产

品，应本着既方便群众购买又保证药品使用安全的原则进行管理。如果仅是简单的净制、切片、

包装，且包装标签上不标明“炮制规范、功能主治、用法用量”，就可以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三

十八条内容中“中药材”进行分类、管理，药店可开架销售，群众在药店选购时无需处方即可购

买。 

灵芝属担子菌纲多孔菌科灵芝属，在我国药用历史已达 2,000 多年。灵芝属一年生中药材，

在全国分布较广，从销售区域来看，主要集中于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保健意识较强的东部及

沿海发达地区。从消费人群来看，主要集中于年纪偏大、具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的群体，主要用

于疾病预防及保健为目的。从销售渠道来看，出于对品牌产品的信任，消费者多通过老字号药店、

品牌直营店或连锁药店购买，也有部分消费者通过商超购买。 



目前国内生产企业数量及灵芝产品种类繁多，但目前尚未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品牌，市场

上多以区域性品牌为主，如寿仙谷、南京中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等。未来，随着行业的有序化发展，掌握核心破壁与去壁技术并具有品牌知名度的生产企业的优

势将更加明显，其市场竞争力也将进一步提升。 

（4）铁皮石斛行业概况 

铁皮石斛是我国珍稀濒危物种，其药用历史已有 2,000 多年。现代临床和药理研究证明，铁

皮石斛益胃生津，滋阴清热，能提高人体免疫力。铁皮石斛产业生产布局涉及 10 余个省区，集中

于浙江和云南二个省份，且二地的发展模式不同，云南主要采用公司+农户的生产模式，而浙江以

龙头企业自建生产基地为主，集原料生产、加工与销售于一体。 

铁皮石斛种植产业于近十年逐渐发展形成，虽然在浙江、广东、江苏、广西、湖南和福建等

地已获得消费者认可，但在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存在较大的市场空白，相比枸杞、西洋参等其

他具有药用和保健价值的药材，铁皮石斛的知名度仍有一定差距，需要从业者加大市场推广力度，

提升消费者对铁皮石斛的认知度。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铁皮石斛产品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将铁皮石斛茎制成干品，以铁皮石斛、

铁皮枫斗为主；二是以保健食品为主的深加工产品，包括颗粒剂、胶囊、片剂、口服液、浸膏等

多种剂型；三是鲜品，包括茎、花和叶，其中茎为最重要的销售品。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699,583,025.66 1,340,784,168.08 26.76 1,191,526,893.31 

营业收入 636,050,563.95 546,758,533.40 16.33 511,451,92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1,712,138.68 123,895,326.51 22.45 107,652,89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6,888,732.61 104,631,031.22 30.83 90,348,65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26,306,126.88 1,172,469,504.45 13.12 984,738,470.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6,358,637.83 207,918,192.58 23.30 171,513,111.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7 0.88 21.59 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7 0.88 21.59 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02 11.41 增加0.61个百分点 11.6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32,800,430.45 103,421,097.78 157,826,948.22 242,002,08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2,810,811.97 9,540,084.46 24,651,367.26 84,709,87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31,395,288.07 -4,444,056.59 24,363,548.38 85,573,952.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9,968,739.43 58,193,037.23 59,531,551 98,665,310.1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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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27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37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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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0,000 43,624,030 29.47 0 质

押 

9,53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李振皓 0 11,570,500 7.8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徐美芸 8,600,000 8,600,000 5.8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杭州金投盛晗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740,000 5,740,000 3.88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郑化先 -1,523,625 4,570,875 3.09 202,9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李振宇 0 3,933,970 2.6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3,580,000 3,580,000 2.42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叶世萍 -2,447 3,360,000 2.2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李建淼 0 2,480,700 1.68 30,960 无 0 境内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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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9,204 2,249,204 1.52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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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人直接或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3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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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605.0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33%。公司营业收入主要

来源于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系房租收入等，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2,983.8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72%，主要原因系公

司积极培育新市场，布局全国市场，高度注重大客户开发，拓展线上、线下多元化营销模式，着

力推行管理体系改革，促进公司销售收入增长。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

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

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

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将与销售产品相关的预收款项

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预收款项 -4,981,520.60 -1,227,413.52 

合同负债 6,316,836.79 1,205,340.60 

其他流动负债 402,912.12 22,072.92 

递延收益 -1,738,228.31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

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6,904,625.04 -1,260,949.12 

合同负债 7,715,167.21 1,239,302.25 

其他流动负债 760,698.28 21,646.87 

递延收益 -1,571,240.45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的利润表科目无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

下简称“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

解释第 13 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

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

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

号），适用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

位中的相关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

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

10 号），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

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

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 

武义寿仙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杭州寿仙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寿仙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寿仙谷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寿仙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寿仙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武义寿仙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寿仙谷珍稀植物药研究院 

金华市寿仙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市康寿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寿仙谷植物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温州温鹤金仙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寿仙谷智慧健康发展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