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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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钱群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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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5,365,062.43 3,703,715,674.65 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942,710,114.28 1,847,850,316.34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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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509,617.96 -71,382,0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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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676,711.15 429,940,650.25 2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4,956,035.13 7,544,718.91 1,15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440,294.43 10,153,081.97 -85.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01 0.32 增加 4.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3 0.011 1,10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3 0.011 1,109.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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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0,746,762.14 
公司所属中凯生物制药厂完成拆迁

交付手续确认资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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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6,384.2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608,694.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517,427.18 

 

所得税影响额 -16,313,527.64  

合计 93,515,7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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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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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2,795,762 17.24 0 质押 83,3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诸毅 9,899,500 1.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7,829,303 1.10 0 无 0 其他 

陈仁和 6,210,111 0.8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伟杰 5,318,844 0.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晓峰 3,847,759 0.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晓峰 3,827,400 0.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谢香镇 3,580,000 0.5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62,405 0.4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杨若弟 2,697,220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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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2,795,762 人民币普通股 122,795,762 

诸毅 9,899,500 人民币普通股 9,899,500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7,829,303 人民币普通股 7,829,303 

陈仁和 6,210,111 人民币普通股 6,210,111 

陈伟杰 5,318,844 人民币普通股 5,318,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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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峰 3,847,759 人民币普通股 3,847,759 

林晓峰 3,827,400 人民币普通股 3,827,400 

谢香镇 3,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62,405 人民币普通股 2,962,405 

杨若弟 2,697,220 人民币普通股 2,697,2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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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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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上年期末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39,467.90 68,360.12 104.02 
收回年初以承兑汇票结算的

货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 4,001.32 -100.00 赎回到期的结构性存款 

应收票据 - 53,376.75 -100.00 
收回年初以承兑汇票结算的

货款 

应收款项融资 730.53 1,795.37 -59.31 
期末银行承兑汇票较年初下

降 

预付账款 2,590.90 1,716.62 50.93 预付的货款较年初上升 

其他应收款 4,713.15 783.46 501.58 
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确认应收拆迁补偿款 

应付账款 12,292.66 24,037.00 -48.86 
报告期偿付货款较多，期末

应付货款较年初下降较大 

应付职工薪酬 1,493.84 2,856.59 -47.71 
报告期支付年初计提的工资

薪酬 

应交税费 3,372.65 1,659.25 103.26 
子公司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

增加 

其他应付款  28,629.07   21,907.03  30.68 恒利达公司收到退出补偿款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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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41,402.64     28,398.52 45.79 
本期贸易收入增加对应的成

本增加 

其他收益      467.65      131.55 255.50 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370.72      602.52 -38.47 理财收益较上年下降 

信用减值损失      355.59     -152.58 333.05  
期末应收款项较年初下降转

回坏账准备 

资产处置收益   10,074.81       -4.88 206,536.95 

公司所属中凯生物制药厂完

成拆迁交付手续确认资产处

置收益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2,650.96   -7,138.20  837.59 

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

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012.12   -896.19  1,217.19 

本期中凯生物制药厂收到拆

迁补偿款和恒利达公司收到

退出补偿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849.74   40,618.01  -70.83 

本期借款收到的现金净额较

上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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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恒利达与江苏响水生态化工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响水生

态化工园区企业退出补偿协议》。本次补偿费用合计为人民币395,462,065元。扣除政府及相关单

位为响水恒利达代为支付、借款及担保等款项人民币10,906,787.07元。江苏响水生态化工园区管

理委员会实际应支付响水恒利达补偿费用合计为人民币384,555,277.93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响水恒利达累计收到退出补偿款125,034,345.93元人民币。 

    2、报告期内，因公司下属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中凯生物制药厂需实施拆迁。根据苏州

市、吴中区及吴中经济开发区等拆迁相关规定，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苏州市吴中区城南

街道办事处签署了《非住宅类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拆迁补偿总额为人民币121,614,358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吴中医药累计收到拆迁补偿款85,130,052元人民币。 

    3、报告期内，公司与赛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苏州熙元二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同

投资成立杭州赛吴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认缴出资额9,000

万元人民币，占比30%。 

截至报告期末，杭州赛吴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 

4、2020年度，公司与保伟、广州鑫瑞珠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云瑞珠控股有限公

司、广州嘉瑞珠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关于广州源古纪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公司投资人民币500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广州源古纪科技有限公司2.7027%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出资375万元，获得广州源古纪科技有限公司2.0979%股权；广州

源古纪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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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群英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