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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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颜骏廷 董事 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参加会议 彭 欣 

黄正明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参加会议 孙宗彬 

 

 

1.3  公司负责人彭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荣姝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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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4,777,894.62 7,272,824,836.06 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265,525,489.18 3,213,975,896.55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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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3,245.89 -79,185,0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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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217,382.71 960,049,128.01 3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7,955,112.28 6,039,821.37 69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3,492,912.12 -4,553,556.6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42 0.20 增加 1.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01 400 

稀释每股收益 0.05 0.0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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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955,112.28 万元，同比增加 41,915,290.91万元，升

高693.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3,492,912.12 万元，同比增

加 48,046,468.78 万元。  

主要变动原因分析：公司不断深化营销体制改革，实行精细化管理，重点制剂产品对整体营

收与毛利贡献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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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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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5,0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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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6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726,024.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6,807.70  

所得税影响额 -381,916.51  

合计 4,462,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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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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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5,896,620 21.12  无  国有法人 

华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8,108,107 3.19 28,108,107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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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5,825,508 1.80  未知  国有法人 

王志波 4,058,238 0.4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丁炳芝 3,977,900 0.4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卫鹏 2,162,000 0.2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素珍 2,149,570 0.2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苗文政 2,002,000 0.2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姜志丹 1,951,740 0.2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福斌 1,535,022 0.17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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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5,896,620 人民币普通股 185,896,620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825,508 人民币普通股 15,825,508 

王志波 4,058,238 人民币普通股 4,058,238 

丁炳芝 3,977,900 人民币普通股 3,977,900 

卫鹏 2,1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2,000 

张素珍 2,149,570 人民币普通股 2,149,570 

苗文政 2,00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2,000 

姜志丹 1,951,740 人民币普通股 1,951,740 

王福斌 1,535,022 人民币普通股 1,535,022 

傅宏小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华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

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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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百分比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77,358,927.90 46,965,909.38 64.71% 主要系公司本期应收的往来款增加影响。 

存货 1,074,698,707.3 869,066,281.62 23.66% 主要系公司调整产品结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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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形资产 498,857,608.09  395,080,575.74 26.27% 主要系公司土地增加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产 74,918,323.88  109,510,751.41 -31.59% 主要系公司减少非流动资产购货款影响。 

其他应付款 228,893,743.32  156,852,065.60 45.93% 主要为公司本期应付的往来款增加影响。 

长期借款 672,202,572.69  550,953,929.07 22.01% 主要系公司长期借款增加影响。 

2.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百分比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62,764,591.0

7 

107,745,415.2

8 
51.06% 主要系公司市场营销费用增加影响。 

研发费用 55,239,151.06 35,621,421.06 55.07% 主要系公司研发投入增加影响。 

财务费用 20,942,694.99 11,891,900.54 76.11% 
主要系公司本期汇兑收益与利息支出增加影

响。 

其他收益 4,365,069.11 10,808,245.94 -59.61% 主要系公司摊销的递延收益增加影响。 

资产处置收益 -76,209.17 -152,526.23 -50.04% 主要系公司处置资产收益减少影响。 

营业利润 59,642,621.50 13,800,724.14 332.17% 主要系公司毛利增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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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彭欣 

日期 2021年 4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