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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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仁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群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轶 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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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553,848,692.81  1,458,270,541.59 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275,168,763.69 1,241,215,205.79 2.74 

主要财务数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3,530,624.40 94,695,799.31 -32.91 

主要财务数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11,622,582.01 660,725,633.35 -2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5,603,005.68 110,375,884.96 -3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9,800,047.05 105,779,911.41 -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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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00 9.76 减少 3.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8 0.86 -32.5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8 

 
0.86 -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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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1,106.44  -797,8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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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81.92  4,016,5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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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030.12 3,701,234.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00.00 -82,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174,033.99  -1,034,883.11  

合计  985,571.61  5,802,9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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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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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仁荣 18,521,981 14.17 18,521,981 质押 9,820,000 境内自然人 

唐群松 14,111,986 10.80 14,111,986 质押 8,400,000 境内自然人 

高正松 14,111,986 10.80 14,111,986 质押 7,370,000 境内自然人 

陈新国 14,111,986 10.80 14,111,986 质押 7,000,000 境内自然人 

南京舜泰宗华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10,142,990 7.76 10,142,990 质押 5,600,00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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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九四 8,442,000 6.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荣文 3,759,000 2.8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

二期基金（有限合伙） 
2,146,461 1.64 0 无 0 其他 

雷立军 1,670,040 1.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吕俊 1,232,839 0.9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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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九四 8,442,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42,000 

吴荣文 3,75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9,000 

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二期基金（有限合伙） 2,146,461 人民币普通股 2,146,461 

雷立军 1,670,040 人民币普通股 1,670,040 

吕俊 1,232,839 人民币普通股 1,232,839 

江苏高投创新中小发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43,635 人民币普通股 1,043,63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鑫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793,580 人民币普通股 793,580 

卜晓东 773,100 人民币普通股 773,100 

蔡掌珠 747,520 人民币普通股 747,520 

吕福泉 542,860 人民币普通股 542,8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吴仁荣、高正松、陈新国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吴仁荣、

高正松、陈新国共同出资设立的南京宝宸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为南京舜泰宗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 

2、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二期基金（有限合伙）和江苏高

投创新中小发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

伙人均为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3、除上述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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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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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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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 9月 30 日 2019 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117,294,786.72 180,932,112.29   -35.17  
报告期内支付募投项目款项

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27,379,432.88 72,060,401.95 -62.00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应收票据

减少及应收票据到期兑付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154,479,681.55 254,162,828.26 -39.22 
报告期内银行短期理财余额

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516,606,150.06 221,335,875.58 133.40 募投项目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95,044,744.37 48,731,768.98 95.04 
募投项目预付工程款增加所

致； 

应付账款 125,493,896.74 68,853,278.00 82.26 
主要系募投项目建设增加应

付款项所致； 

预收款项 
 

5,180,828.45 
 

执行新收入准则，报表项目

重新分类所致； 

合同负债 6,042,958.66 
  

执行新收入准则，报表项目

重新分类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4,255,584.63 
  

执行新收入准则，报表项目

重新分类所致； 

应交税费 3,016,194.02 5,185,152.66 -41.83 
报告期内缴纳员工年终奖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所致。 

项     目 
2020年前三季度

（1-9月） 

2019年前三季度

（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财务费用 3,847,114.84 2,118,093.38 81.63 报告期内汇率变动所致； 

管理费用 62,905,659.26 47,877,745.62 31.39 
报告期内修理费增加及新增

安全生产费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3,530,624.40 94,695,799.31 -32.91 

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5,148,820.64 -393,663,162.69 -78.37 

报告期内新增理财产品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555,074.91 510,869,567.62 -108.13 

上年同期募集资金到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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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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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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仁荣 

日期 2020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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