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771

公司简称：广誉远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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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傅淑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侯宽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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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末增减(%)

总资产

3,608,275,494.42

3,797,965,909.49

-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17,300,825.30

2,412,130,935.42

0.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31,589,979.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营业收入

-96,876,641.76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不适用
比上年同期增减（%）

190,029,084.46

224,906,866.92

-15.51

5,169,889.88

27,573,010.12

-81.25

1,047,935.25

28,300,739.22

-96.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1

1.16

减少 0.9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8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 81.25%和 96.30%，主要因为：①报告期内公司在围绕
“稳客户、保销量、促增长”的营销思路下，持续加大终端的各种动销活动，整合渠
道资源，优化客户资源，合理控制应收账款规模，加速分销商业库存，使得报告期内
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3,487.78 万元，减幅 15.51%；②由于产品销售结构比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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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6.48 个百分点；③加大终端动销，持续加
大市场投入，销售费用率增加 2.11 个百分点。
2.1.2 报告期内，净利润同比减少使得基本（稀释）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8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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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0,088.42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9,524.1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0,936.42

所得税影响额

22,326.81
合计

4,121,954.6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5,44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数量

(%)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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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性质
数量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58,171,961

晋创投资有限公司

质押

56,391,235

冻结

37,940,726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2

40,000,000

8.13

无

国有法人

23,500,000

4.78

无

其他

16,658,694

3.39

无

其他

樟树市磐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225,718

2.89

无

其他

北京东富新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1,387,781

2.31

无

其他

蒋仕波

9,163,372

1.86

无

境内自然人

李凤琴

4,896,700

1.00

无

境内自然人

4,288,316

0.87

无

其他

4,245,000

0.86

无

其他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悦晟
3 号单一资金信托

宁波鼎盛金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国寿安保基金－建设银行－人寿保险－中
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国寿安保基
金混合型组合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及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种类

数量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58,171,961

人民币普通股

58,171,961

晋创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2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00,000

16,658,694

人民币普通股

16,658,694

樟树市磐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225,718

人民币普通股

14,225,718

北京东富新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1,387,781

人民币普通股

11,387,781

蒋仕波

9,163,372

人民币普通股

9,163,372

李凤琴

4,896,700

人民币普通股

4,896,700

宁波鼎盛金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88,316

人民币普通股

4,288,316

4,2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45,00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 号
远望基金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悦晟 3 号单一资金信
托

国寿安保基金－建设银行－人寿保险－中国人寿保险（集
团）公司委托国寿安保基金混合型组合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悦晟 3 号单一资金信托所持股份系公司
控股股东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间接增持股份，除此之外东盛集团与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宁波鼎盛金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樟
树市磐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之间有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公司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说明

本表中，
东盛集团持有的 36,160,000 股公司股份同时处于质押及冻结状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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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199,148,222.89

393,671,975.59

-49.41

77,004,280.70

132,681,691.33

-41.96

256,547,340.93

148,699,851.97

72.53

开发支出

3,543,487.51

268,659.73

1,218.95

应付职工薪酬

6,739,602.66

11,789,632.05

-42.83

21,955,296.88

47,289,147.59

-53.57

货币资金
应收款项融资
其他应收款

应交税费

变动比例（%）

① 货币资金比期初减少19,452.37万元，减幅49.41%，主要因为报告期山西广
誉远归还银行借款及兑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
② 应收款项融资比期初减少5,567.74万元，减幅41.96%，主要因为报告期公司
将年初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和贴现。
③ 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加10,784.75万元，增幅72.53%，主要因为报告期公司
持续加速终端动销，为满足市场业务扩展的需求，支付的市场备用金增加4,906.40万
元，以及其他业务往来款增加5,431.34万元。
④ 开发支出比期初增加327.48万元，增幅1,218.95%，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
在定坤丹、龟龄集产品的临床研究、经典名方二次开发实验和“知了有方APP项目”
上的研发投入增加。
⑤ 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505万元，减幅42.83%，主要因为支付预提工资。
⑥ 应交税费比期初减少 2,533.39 万元，减幅 53.57%，主要因为报告期公司缴
纳了上年末应缴的增值税及相关税费等。

4

3.1.2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税金及附加

4,336,849.91

2,669,469.52

62.46

研发费用

3,635,897.56

6,154,917.28

-40.93

其他收益

4,580,088.42

1,149,010.97

298.61

-937,551.28

-347,483.33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50,000.00

500,000.00

-90.00

营业外支出

359,524.18

2,063,006.24

-82.57

利润总额

7,019,061.56

27,641,313.24

-74.61

所得税费用

2,218,415.35

748,693.84

196.30

净利润

4,800,646.21

26,892,619.40

-82.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69,889.88

27,573,010.12

-81.2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① 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166.74元，增幅62.46%，主要因为报告期公司缴
纳的房产税增加。
② 研发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251.90万元，减幅40.93%，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确认的费用化支出较上年度有所减少。
③ 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343.11万元，增幅298.61%，主要因为报告期山西
广誉远将补助资金296.94万元计入其他收益。
④ 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59.01万元，减幅169.81%，主要因为报告期公司对
联营企业确认投资损失增加。
⑤ 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45.00万元，减幅90%，主要因为上年同期山西广
誉远收到纳税企业先进奖励50万元。
⑥ 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170.35万元，减幅82.57%，主要因为对外捐赠支
出减少。
⑦ 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 较上年同期减少
2,062.23 万元、2,209.20 万元、2,240.31 万元，
减幅分别为 74.61%、82.15%、
81.25%。
主要因为：①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3,487.78 万元，减幅 15.51%；②产品销售结
构比重的变化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6.48 个百分点；③加大终端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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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加大市场投入，销售费用率增加 2.11 个百分点。以上综合使得公司利润总额、
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⑧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46.97万元，增幅196.30%，主要因为报告期内
拉萨广誉远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749.43万元。
3.1.3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89,979.57

-96,876,641.76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92,074.85

-14,832,202.6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599,716.56

93,719,522.27

-167.86

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6,528.67万元，主要因为报告
期公司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7,671.25万元。
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744.01万元，主要因为上年同
期公司按协议约定支付投资款670万元。
③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5,731.92万元，主要因为报告
期山西广誉远偿还借款和兑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款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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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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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斌

日期

2021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