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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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艳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姚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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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068,511.86 1,360,062,389.97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01,515,251.01 983,209,068.09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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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9,732.02 -7,833,592.18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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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47,404.95  129,973,237.60 5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8,555,642.55  10,939,555.69 6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307,351.44  7,464,682.72 145.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87  1.17 增加 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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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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3,1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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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695.3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8,608.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3,2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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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117,579.41  

合计  248,2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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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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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卫信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5,248,960 48.52 0 质押 5,39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勇 53,402,400 12.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赣州京卫信康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1,312,240 12.13 0 无 0 其他 

钟丽娟 36,000,000 8.51 0 质押 9,000,000 境内自然人 

张宏 3,175,920 0.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烽 3,007,120 0.7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钟丽芳 2,970,000 0.7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兵峰 800,000 0.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凤辰 552,172 0.1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田原 445,5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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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卫信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5,248,960 人民币普通股 205,248,960 

张勇 53,402,400 人民币普通股 53,4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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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京卫信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1,312,240 人民币普通股 51,312,240 

钟丽娟 3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0 

张宏 3,175,920 人民币普通股 3,175,920 

刘烽 3,007,120 人民币普通股 3,007,120 

钟丽芳 2,9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70,000 

张兵峰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王凤辰 552,172 人民币普通股 552,172 

田原 445,500 人民币普通股 445,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勇、钟丽娟为夫妻关系，张勇、张宏为兄弟关系，钟丽

娟、钟丽芳为姐妹关系，张勇为西藏卫信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赣州京卫信康投资管理合伙（有限合伙）的实际控

制人。公司未知悉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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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其他应收款   1,446,416.84 1,077,349.28 34.26 
主要系本期备用金增加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1,417,926.05 4,952,809.35 -71.37 
主要系本期留抵进项税金

减少所致 

使用权资产 2,927,452.6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

则报表项目调整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573,141.86 16,571,424.01 -54.30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末计

提的年终奖所致 

租赁负债 2,676,965.4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

则报表调整所致 

利润表及现金流

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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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07,947,404.95 129,973,237.60 59.99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100,983,500.75 68,509,719.20 47.40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长与之

对应的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862,682.44 1,988,875.07 43.93 
主要系本期随销售增长计

提的附加税费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54,951,488.61 34,594,661.91 58.84 
主要系本期市场服务费增

加所致。 

管理费用 21,295,045.96 14,993,790.82 42.03 

主要系本期人员费用增

加、非生产期间制造费用

转入及其他日常费用增加

所致 

其他收益 514,884.18 3,201,559.54 
-83.92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

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2,299,622.89 3,554,745.91 -35.31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益减少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364,346.46 1,337,072.53 -351.62 

主要系本期销售额增加，

未到回款期的应收账款增

加，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546,247.96 2,136,917.11 112.75 
主要系本期应纳税所得额

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555,642.55 10,939,555.69 69.62 

主要系本期收入、毛利增

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8,307,351.44 7,464,682.72 145.25 
主要系本期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19,732.02 -7,833,592.1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358,584.85 -76,745,373.3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支出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43,748.4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

则，支付房租款调整至本

项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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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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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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勇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