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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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子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华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洁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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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084,076.08 1,396,255,792.15 -1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9,861,484.72 742,309,402.86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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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62,872.11 -41,922,771.04 1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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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419,187.40 502,080,000.94 -3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52,516.76 18,638,693.76 -4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12,105.20 18,588,227.10 -47.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 2.55 减少 1.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1 0.0835 -45.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1 0.0835 -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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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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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530.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27,9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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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出 

所得税影响额 -80,137.19  

合计 240,4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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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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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100,274,734 44.95 0 无 0 国有法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821,394 4.8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陶建华 2,127,256 0.9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莉莉 1,818,824 0.8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达安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1,704,716 0.7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南上海商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1,268,467 0.57 0 无 0 国有法人 

华一渢 1,247,120 0.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邱淑芳 1,071,500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夏小红 897,80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47,986 0.29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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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100,274,734 人民币普通股 100,274,734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821,394 人民币普通股 10,821,394 

陶建华 2,127,256 人民币普通股 2,127,256 

徐莉莉 1,818,824 人民币普通股 1,818,824 

上海达安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1,704,716 人民币普通股 1,704,716 

上海南上海商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1,268,467 人民币普通股 1,268,467 

华一渢 1,247,120 人民币普通股 1,247,120 

邱淑芳 1,07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1,500 

夏小红 897,800 人民币普通股 897,800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47,986 人民币普通股 647,9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关系。本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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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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 年初 变动幅度（%） 说明 

货币资金 332,376,819.77 509,431,257.61 -34.76 报告期偿还银行短期贷款及利息 

预付款项 7,644,758.36 12,828,093.36 -40.41 
报告期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冲抵原预付账款-预付

租金余额 

其他流动资产 370,512.50 623,994.15 -40.62 报告期进项税留抵税额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509,148.19 1,135,577.52 -55.16 报告期仓库漏雨修缮改建工程竣工转长期待摊费用 

使用权资产 70,709,817.38 - 不适用 报告期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使用权资产 

短期借款 - 180,111,222.00 -100.00 报告期偿还银行短期贷款及利息 

应付票据 2,883,000.00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开具银行承兑汇票 

预收款项 1,751,392.20 2,646,861.72 -33.83 期末预收账款减少 

合同负债 568,707.01 1,659,278.19 -65.73 期末合同负债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15,311,272.72 31,527,014.55 -51.43 期末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应交税费 11,519,909.81 8,207,527.49 40.36 报告期所得税费用、增值税及附加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73,931.91 227,636.99 -67.52 期末合同负债减少故所对应的税金减少 

租赁负债 71,980,724.61 - 不适用 报告期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租赁负债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说明 

营业收入 330,419,187.40 502,080,000.94 -34.19 报告期防疫商品销售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272,578,492.31 421,743,793.50 -35.37 报告期防疫商品销售成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 1,201,556.48 903,487.02 32.99 增值税附加由同期的半年付变为当期季付 

财务费用 -6,772,371.29 -3,842,298.55 -76.26 报告期资金集中归集，利息收入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 -2,363,754.42 -100.00 同期计提防疫商品存货跌价准备 

信用减值损失 - -1,966,621.57 -100.00 同期计提防疫商品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其他收益 178,530.32 94,758.18 88.41 报告期收到财政稳岗补贴 

资产处置收益 114,050.00 150.00 75933.33 报告期车辆处置收益增加 

营业利润 14,723,522.38 24,581,758.47 -40.10 报告期较同期防疫商品销售利润减少 

营业外收入 90,506.05 - 不适用 报告期收到个税手续费返还 

营业外支出 62,537.62 27,619.30 126.43 报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利润总额 14,751,490.81 24,554,139.17 -39.92 报告期较同期防疫商品销售利润减少 

净利润 10,052,516.76 18,638,693.76 -46.07 报告期较同期防疫商品销售利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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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462,872.11 -41,922,771.04 139.27 

报告期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偿付租金自经营活动流

出转为筹资活动流出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8,942,248.14 179,779,444.44 -205.10 

报告期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偿付租金自经营活动流

出转为筹资活动流出，且同期短期贷款于报告期内

全额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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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子瑛 

日期 2021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