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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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袁建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邹元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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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6,636,828.32 1,827,787,915.29 1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481,462,447.40  1,431,779,616.80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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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8,038.02 -4,640,677.0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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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39,905.34 129,858,791.70 4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8,604,937.62 34,026,441.65 4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556,449.28 32,660,953.86 45.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34 2.56 增加 0.7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 50.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11.71 23.17 减少 11.4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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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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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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308.2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218,0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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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42.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96,062.41  

所得税影响额 -170,549.09  

合计 1,048,488.3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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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袁建栋 113,535,123 27.69 113,535,123 113,535,123 无 0 

境 外

自 然

人 

钟伟芳 39,192,969 9.56 39,192,969 39,192,969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苏州博瑞鑫稳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251,144 8.60 35,251,144 35,251,144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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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

智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724,875 7.01 20,436,919 20,436,919 无 0 其他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8,612,863 4.54 0 0 无 0 其他 

南京华泰大健康一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2,854,146 3.14 0 0 无 0 其他 

宁波保税区弘鹏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145,270 2.72 3,406,153 3,406,153 无 0 其他 

苏州高铨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7,621,481 1.86 0 0 无 0 其他 

苏州德睿亨风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7,120,731 1.74 0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茗嘉

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955,000 1.70 0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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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8,612,863 人民币普通股 18,612,863 

南京华泰大健康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2,854,146 人民币普通股 12,854,14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智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287,956 人民币普通股 8,287,956 

宁波保税区弘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39,117 人民币普通股 7,739,117 

苏州高铨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621,481 人民币普通股 7,621,481 

苏州德睿亨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120,731 人民币普通股 7,120,73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茗嘉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9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55,000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6,025,929 人民币普通股 6,025,929 

广州领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41,082 人民币普通股 5,341,082 

苏州龙驹创联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281,072 人民币普通股 5,28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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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袁建栋持有公司 27.69%的股份；钟伟芳持有公司 

9.56%的股份，并持有公司股东苏州博瑞鑫稳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9.71%的股份；公司

股东苏州博瑞鑫稳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公司 8.6%的股份，钟伟芳直接和间接共持有

公司 13.83%的股份，钟伟芳与袁建栋为母子关系，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袁建栋和钟伟芳。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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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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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

科目 
本报告期末数 上年度末数 

变动比例

（%） 
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80,015,342.47 180,044,383.57 -55.56 主要是持有的结构性存款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52,200,548.89 31,516,981.02 65.63 
主要是预付委外研发款项、预付材料款等

经营性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4,357,143.83 13,880,787.16 75.47 主要是待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475,137,748.36 219,141,277.73 116.82 

主要是 IPO 募投项目“泰兴原料药和制剂

生产基地（一期） ”项目及苏州工业园区

“海外高端制剂药品生产项目”投入增加所

致 

无形资产 81,183,000.33 48,764,193.11 66.48 

主要是公司新增“吸入剂及其他化学药品

制剂生产基地和生物医药研发中心新建项

目（一期）”土地款 1705 万元及“博瑞（山

东）原料药一期项目”土地款 1320 万元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7,894,638.94 29,077,459.45 -72.85 主要是上年末未付的员工奖金已支付所致 

应交税费  4,702,452.73 7,642,367.02 -38.47 
主要是应支付的所得税及增值税较上年度

末有所下降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0,571,646.25 2,563,303.47 312.42 主要是新增的银行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339,792,456.47 77,515,496.47 338.35 主要是本期新增国开行建设项目贷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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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及其他银行的 3 年期流动贷款所致 

合并利润表科目 本期发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原因 

营业收入 188,839,905.34 129,858,791.70 45.42 主要是产品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86,431,795.28 48,798,810.87 77.12 
主要是公司产品销售成本随销售收入增加

所致  

销售费用 5,698,651.23 3,524,801.17 61.67 
主要是公司加大国内外市场拓展，产生的

市场拓展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20,681,247.45 12,447,812.82 66.14 
由于公司管理咨询费、股权激励确认的费

用、人工费用等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543,741.26 -1,747,139.89 不适用 主要是汇兑收益较上期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70,856.42 1,527,480.19 -111.19 
主要是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的

亏损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5,926,785.40 3,766,780.84 57.34 
主要由于税前利润增加导致的所得税费用

增加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

科目 
本期发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458,038.02 -4,640,677.0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大幅增长，营业成本控制良好，营运资

本保持在合理水平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5,934,449.14 -64,662,374.6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设备工程支出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5,955,908.71 5,000,000.00 5019.12 主要系本期新增加的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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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袁建栋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