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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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殷凤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汉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汉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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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7,228,615.85 1,996,996,595.29 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91,112,203.91 1,339,038,437.18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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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89,648.54 71,976,060.65 -16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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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318,728.70 450,623,121.84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0,375,579.42 84,120,583.20 -4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232,102.40 82,387,368.48 -41.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9 7.35 减少 3.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1.01 -57.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1.01 -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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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5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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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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9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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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5,179.9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1,830.90  

所得税影响额 -381,958.39  

合计 2,143,4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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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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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凤山 48,375,341 41.62% 48,375,341 无 0 境内自然人 

殷平 5,885,613 5.06% 5,885,613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江苏高投创新价值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953,084 4.2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亚峰 3,516,733 3.03% 56,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江苏高投科贷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1,731,769 1.4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缪永国 1,730,366 1.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顾翠月 1,449,366 1.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沈向红 1,320,900 1.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洪雷 1,163,900 1.0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单永祥 897,220 0.77% 154,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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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高投创新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953,084 人民币普通股 4,953,084 

陈亚峰 3,460,733 人民币普通股 3,46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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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投科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1,731,769 人民币普通股 1,731,769 

缪永国 1,730,366 人民币普通股 1,730,366 

顾翠月 1,449,366 人民币普通股 1,449,366 

沈向红 1,32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0,900 

王洪雷 1,16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3,900 

单永祥 743,220 人民币普通股 743,220 

陈建 543,022 人民币普通股 543,022 

吴汉存 359,127 人民币普通股 359,1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殷凤山与殷平为父女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同时也是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江苏高投创新、江苏高投科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

南京毅达，为一致行动人； 

3、陈亚峰与顾翠月为夫妻关系，是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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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比例

（%） 
说明 

货币资金 415,694,343.10 644,221,917.06 -35.47 
主要系本报告期理财增

加所致 

应收账款 270,778,491.81 158,583,073.41 70.75 
主要系增加制剂赊销所

致 

使用权资产 7,904,659.87  100.00 

主要系按新租赁准则上

海研发中心新租办公场

地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

产 
12,088,564.25 7,934,814.37 52.35 

主要系信用期内应收客

户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6,185,055.97 11,440,101.77 -45.94 

主要系预付工程款下降

所致 

合同负债 35,692,550.68 52,674,743.13 -32.24 
主要系预收客户款减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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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15,410,166.39 35,299,970.01 -56.35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度

预提的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11,112,042.20 2,933,514.88 278.8 
主要系一季度计提企业

所得税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86,641,854.16 50,751,885.63 70.72 
主要系销售制剂产品计

提的预计负债增加所致 

租赁负债 8,376,712.19  100.00 

主要系按新租赁准则上

海研发中心新租办公场

地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

债 
2,161,944.95 1,268,599.66 70.42 

主要系新增制剂销售预

计应收退货成本增加所

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说明 

（1-3月） （1-3月） （%） 

销售费用  9,481,025.26   15,393,234.31  -38.41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

则，运输费、出口费重

分类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99,362.14  -100.00  

主要系存货经过减值测

试，未发生明显的减值

迹象 

营业利润 60,391,158.24 100,142,908.69 -39.7 
主要系本期销售毛利率

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43,129.38   25,548.27  68.82  主要系收到赔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424,448.34   1,765,097.54  -75.95  
主要系报告期同比捐赠

支出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60,009,839.28   98,403,359.42  -39.02  
主要系本期销售毛利率

下降所致 

所得税费用 9,634,259.86 14,282,776.22 -32.55 

主要系本期销售毛利率

降低，从而利润总额下

降所致 

净利润  50,375,579.42   84,120,583.20  -40.12  
主要系本期销售毛利率

下降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说明 

（1-3月） （1-3月） （%） 

收到的税费返还 
13,054,941.72 3,717,769.34 251.15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出

口退税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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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8,191,341.83   1,281,986.66  538.96  

主要系报告期银票保证

金到期收回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195,214,883.51   108,721,219.57  79.56  

主要系本报告期银票到

期支付货款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65,816,873.50    45,138,043.54  45.81  

主要系今年职工薪酬同

比上升及去年同期享受

社保减免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541,798.84    1,485,942.31  205.65  

主要系支付企业所得税

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39,847,174.38    73,124,649.00  -45.51  

主要系今年较去年同期

银票保证金支付额减少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7,489,648.54    71,976,060.65  -165.98  

主要系本报告期货款支

付额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41,940,407.01   132,140,000.00  158.77  

主要系本报告期增加理

财产品投资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3,427,492.25    -5,015,095.76  -3756.91  

主要系本报告期增加理

财产品投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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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殷凤山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