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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88580                                                  公司简称：伟思医疗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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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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志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莉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莉

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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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283,276.52 1,540,443,686.03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435,603,534.51 1,406,015,537.73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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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3,884.92 -30,313,8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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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99,797.02 57,018,176.82 4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1,281,901.82 16,985,782.80 8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5,912,028.42 15,020,357.61 72.5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20 6.59 减少 4.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577 0.3314 38.1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12.84 11.60 增加 1.24个百分点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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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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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396.5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516,538.9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84,150.00  

个税手续费返还 232,948.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564.81  

所得税影响额 -890,596.13  

合计 5,369,8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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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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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愚 26,961,547 39.45 26,961,547 26,961,547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胡平 11,227,132 16.43 11,227,132 11,227,132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南京志达投资管

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 

5,667,943 8.29 5,667,943 5,667,943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深圳市阳和生物

医药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3,509,488 5.13 3,509,488 3,509,488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南京志明达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1,260,000 1.84 1,260,000 1,26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张展 999,796 1.46 999,796 999,796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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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医

疗保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772,159 1.13 0 0 无 0 其他 

长江证券创新投

资（湖北）有限公

司 

683,466 1.00 683,466 683,466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588,918 0.86 0 0 无 0 
境外

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宝盈现

代服务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56,345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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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医

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72,159 人民币普通股 772,159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588,918 人民币普通股 588,91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现

代服务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6,345 人民币普通股 456,34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

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358,012 人民币普通股 358,0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心

佳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46,113 人民币普通股 346,11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新

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552 人民币普通股 310,55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医

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6,219 人民币普通股 266,21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76,608 人民币普通股 176,608 

上海黑极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黑极资产价值精选 3号

（健康中国）私募投资基金 

154,008 人民币普通股 154,008 

陆金海 152,202 人民币普通股 15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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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志愚与胡平签署了《委托投票协议》。王志

愚为南京志达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普通合伙人。南京志达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与王志愚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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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实现营业收入8,019.98万元，较同期增长40.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28.19万元，较同期增长84.17%。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 变动主要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376,000,000.00 - -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增

加所致。 

预付款项 1,872,203.41 997,950.20 87.60 
主要系预付二季度与经

营相关的费用所致。 

使用权资产 3,867,957.83   
主要系2021年执行新租

赁准则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5,648.50 191,830.00 43.69 
主要系预付固定资产款

项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045,754.19 1,116,376.53 83.25 
主要系预收经销商款项

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527,885.05 16,552,763.06 -42.44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

2020年度职工薪酬所

致。 

租赁负债 3,495,990.07  - 
主要系2021年执行新租

赁准则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955,290.70 4,974,578.95 -60.69 

主要系2021年3月末购

买子公司部分股权所

致。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 变动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80,199,797.02 57,018,176.82 40.66 
主要系本期经营业务增

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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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21,431,210.11 15,159,285.26 41.37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

长，且按新收入会计准

则确认当期成本。 

税金及附加 1,092,217.41 595,732.16 83.34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长所

致。 

销售费用 16,607,934.24 12,380,447.04 34.15 

主要系本期员工薪酬、

推广费、差旅费费用增

加。 

研发费用 10,297,726.89 6,614,086.04 55.69 
主要系本期员工薪酬增

加所致。 

财务费用 -3,426,464.55 -27,553.5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

加所致。 

利息费用 49,463.71 157,315.08 -68.56 

主要系本期使用权资产

的融资费用，本期无其

它利息支出。 

利息收入 3,485,971.54 203,190.02 1,615.62 

主要系本期资金量增加

带来的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3,340,841.48 2,196,610.42 52.09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

退税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516,538.93 1,145,376.07 207.02 

主要系本期投资理财资

金量增加带来的收益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04,150.00 364,000.63 505.53 
主要系本期没收保证金

所致。 

所得税费用 4,257,413.66 2,334,833.48 82.34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

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38,493.29 -44,670.0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中科伟思亏

损增加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77,023,853.92 37,099,090.36 107.62 

主要系本期经营业务增

长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2,761,496.07 1,327,959.25 107.95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75,377.30 7,696,690.65 30.91 

主要系本期收到保证

金、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8,512,134.47 11,306,901.24 63.72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末

所得税及增值税增加所

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711,000,000.00 293,500,000.00 142.25 

主要系本期收回购买的

理财产品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3,516,538.93 1,145,376.07 207.02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益增

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87,000,000.00 293,500,000.00 270.36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7 / 7 

 

品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5,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期末无借款

余额。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165,297.72 -100.00 
主要系本期期末无借款

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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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志愚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