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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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鄢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秀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秀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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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726,722.34 1,672,903,308.03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16,606,956.53 1,306,118,564.22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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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9,810.76 13,418,137.83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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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160,950.86 67,894,848.63 12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488,392.31 416,966.42 2,41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812,312.01 -22,266,910.9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80 0.03 增加 0.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 0.001 2,90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 0.001 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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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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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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222.2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9,550.00  

所得税影响额 -69,019.58  

合计 676,080.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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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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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德康 70,096,671 21.73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海养和实业有限

公司 
31,154,075 9.66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谊和医疗管理

有限公司 
23,365,557 7.24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21,732,390 6.74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胡正国 10,680,000 3.31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俞春雄 6,486,800 2.01 0 无  未知 

王泉平 5,511,000 1.71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何士明 4,686,800 1.45  无  未知 

沈春宇 3,223,400 1.00 0 无  未知 

浙江商裕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499,999 0.77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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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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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 种类 数量 

陈德康 70,096,671 人民币普通股 70,096,671 

上海养和实业有限公司 31,154,075 人民币普通股 31,154,075 

上海谊和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23,365,557 人民币普通股 23,365,557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1,732,390 人民币普通股 21,732,390 

胡正国 10,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80,000 

俞春雄 6,486,800 人民币普通股 6,486,800 

王泉平 5,5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11,000 

何士明 4,686,8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6,800 

沈春宇 3,223,400 人民币普通股 3,223,400 

浙江商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99,999 人民币普通股 2,499,9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股东陈德康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情况。2、股东上海谊和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是控股股东上海

养和实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3、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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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

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

期末

数占

总资

产的

比例

（%） 

本期期

末金额

较上期

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219,403,276.00  13.19  106,780,573.18  6.38  105.47 
主要系期末理财产品到

期所致 

交易性金融

资产 
150,000,000.00  9.02  250,000,000.00  14.94  -40.00 

主要系期末理财产品到

期所致 

应收账款  30,799,657.71  1.85   22,169,617.50  1.33  38.93 
主要系销售增加，应收款

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4,075,373.09  0.24   3,057,152.39  0.18  33.31 
主要系合并泰州医院，合

并范围变更所致 

应付账款  44,457,753.19  2.67   33,875,095.82  2.02  31.24 主要系合并泰州医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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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范围变更所致 

应交税费  14,001,018.43  0.84   22,543,645.37  1.35  -37.89 
主要系期末应交增值税

减少所致 

 

合并利润表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53,160,950.86   67,894,848.63  125.59 
主要系本期滴眼液销售增加及合并泰州医院新增诊

疗服务收入所致 

营业成本  57,692,757.84   36,186,579.90  59.43 
主要系本销售增加及合并泰州医院新增诊疗服务成

本所致 

税金及附加  1,936,764.76   1,178,478.03  64.34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29,596,848.79   14,334,415.99  106.47 主要系本期管理人员工资增加及合并泰州医院所致 

研发费用  11,644,432.36   3,985,031.81  192.20 主要系本期滴眼液一致性评价投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9,737.50   25,862,626.76  -99.89 主要系上期收到强身业绩补偿款所致 

利润总额  17,435,984.55   1,572,431.13  1008.86 
主要系本期滴眼液销售增加及合并泰州医院新增诊

疗服务收入所致 

所得税费用  6,947,592.24   1,155,464.71  501.28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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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相关情况 

公司2016 年启动苄达赖氨酸滴眼液的一致性评价工作，2017年12月7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转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莎普爱思滴眼液有关事宜的通知》(浙食

药监函〔2017〕209号)，要求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的相关规定，尽快启动苄达赖氨酸滴眼液（即莎普爱思滴眼液）临床有效性试验，并于在

三年内将评价结果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公司成立了包括董事长在内的苄达赖氨酸滴眼液一致性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全力以赴推进有

关工作。公司组织有关各方面对面讨论项目，督促临床合同研究组织（CRO） 进一步加快临床研

究工作，与组长单位积极沟通加快临床进度，以争取尽快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提

交评价结果。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等9家单位已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其中南昌

市第一医院等6家单位已启动筛选招募工作。 

 

2、关于委托理财相关情况 

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占2019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33.58%）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用于投资低风险、短期的银行理财产品和券商理财产品，

自2020年8月28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相关内容请详见公司

于2020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9、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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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4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占2020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38.28%）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用于投资低风险、短期的银行理财产品和券商理财产品，

自2021年4月16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相关内容请详见公司

于2021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20、

022）。 

报告期内，公司到期的理财产品均已按期收回本金及收益。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进行委托理

财的金额（本金）为1.5亿元人民币，均在正常履行中，不存在逾期未收回本金和收益的情况。相

关委托理财及委托理财进展情况等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关于挂牌出售强身药业100%股权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2020年12月9日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

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全权处理挂牌转让后续事

宜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交易方式挂牌转让所持有的强身药业100%股

权。公司于2021年1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

推进全资子公司100%股权挂牌出售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同意继续推进强身药业股权转让挂

牌事宜，调整挂牌条件后重新挂牌，具体挂牌方案由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及公司实际情况决

定。待受让方确定后，公司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交易对象、价格及相应产权交易合同条款并进一

步提交给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受让方签订相应产权交易合同。上述调整的

最终方案、产权交易合同的签订及生效以另行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前提。 

2021年3月22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强身药业股权挂牌转让价

格调整相关事项》，同意将强身药业100%股权挂牌转让底价调整为8,200.00万元。本轮挂牌公告

期为2021年3月25日至2021年4月8日，挂牌底价为8,200.00万元。现挂牌程序已完成，挂牌期内征

集到吉林省岳氏天博医药有限公司一个意向受让方，摘牌价格为8,200.00万元，公司拟与受让方

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2021年4月26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详细内容请见本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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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鄢标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