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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寿仙谷 60389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国芳 张明骏 

电话 0579-87622285 0579-87622285 

办公地址 浙江省武义县黄龙三路12号 浙江省武义县黄龙三路12号 

电子信箱 liuguofang@sxgoo.com sxg@sxgoo.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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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396,682.55 1,340,784,168.08 2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39,345,913.52 1,172,469,504.45 5.7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8,161,776.66 97,542,349.87 0.64 

营业收入 236,221,528.23 254,474,994.71 -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42,350,896.43 46,776,535.94 -9.46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951,231.48 35,576,752.08 -24.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6 4.57 减少1.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33 -12.1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33 -12.1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77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浙江寿仙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39 57,964,030 0 质押 9,300,000 

李振皓 境内自然人 8.06 11,570,500 0 无   

郑化先 境内自然人 4.25 6,094,500 441,100 无   

李振宇 境内自然人 2.74 3,933,970 0 无   

叶世萍 境内自然人 2.34 3,360,000 0 无   

王瑛 境内自然人 1.95 2,797,500 377,000 无   

李建淼 境内自然人 1.73 2,480,700 72,240 无   

孙惠刚 境内自然人 1.41 2,028,000 0 无   

浙江恒晋同盛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9 2,000,000 0 无   

邵伟军 境内自然人 1.14 1,632,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李明焱家族（李明焱、朱惠照、李振皓、李振

宇）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上述四人直接或间接合计

持有公司 51.06%的股权，其中李明焱、朱惠照为夫妻关

系，李振皓、李振宇为兄弟关系，李振皓、李振宇为李

明焱、朱惠照之子。李明焱、朱惠照分别持有控股股东

寿仙谷投资 65.00%、35.00%的股权，寿仙谷投资、李振

皓、李振宇为一致行动人； 

2、李建淼系李明焱、朱惠照之侄子，李建淼与李

振皓、李振宇系堂兄弟关系； 

3、王瑛系李明焱、朱惠照之外甥女；王瑛与李振

皓、李振宇系表兄妹关系； 

4、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



关系和一致行动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以及纷繁复杂的形势，2020 年上半年，寿仙谷围绕“打造有机国

药第一品牌”总体目标，强化内部管控，注重科技研发，加强精细化管理，推进效能建设，夯实企

业管理基础，企业整体生产、销售好于预期，后劲充实，为较好完成全年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销售渠道拓宽，线上销售明显增长 

公司在抗击疫情、确保安全的同时，主动出击、积极行动，狠抓复工复产，不断探索销售模

式和方法，拓宽销售渠道。探索利用网红直播、引擎营销、博客营销、微博营销等平台资源，深

挖渠道资源，实现全员联动，线上线下齐发力。组建了新零售部门和招商部门，尝试新的营销模

式的探索，针对新零售业务和招商业务，分别设计开发了不同的品类和产品。立足中医药领域夯

实基础，积极拓展与浙一、浙二、邵逸夫、省人民医院等建立初步联系和项目合作关系，与浙江

大学教育基金会建立“浙江大学寿仙谷中医药生命健康基金”，开展学术与公益项目合作，为西医

领域的新拓展奠定基础。启动工业旅游公司化运营模式，明显提升客户体验式消费服务水平。根

据疫情原因人流外出受限，很多省市地区在 2-5 月份都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工作的实际情况，通过

全国网络直播、线下小规模培训等方式，组织内部人员练内功，提升了员工的整体专业水平；组

织外部合作商户培训，为后续复工、销售提升等夯实了基础。 

2020 年 1 月至 4 月，在线下市场销售额同比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公司线上销售取得较大的

同比增长，5、6 两个月整体销售实现逆势增长。半年度销售收入虽然仍比上年有所下降，但销售

市场总体形势向好。 

2、研发工作进展顺利，科技创新喜结硕果 



公司上半年牵头申报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 1 项，参与申报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 1 项，主编《灵芝 100 问》、参编《浙产道地中药材生产技术手册》，发表论文 5 篇。 

公司牵头或参与制定的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干制铁皮石斛花》、《干制铁皮石斛叶》、《灵

芝孢子粉水提取物》等 3 项团体标准顺利发布，《道地药材标准汇编》正式出版。 

公司上半年新增产品多达 47 款，已超过去年全年的新增产品量。新零售产品 43 款产品完成

配方确认，12 款产品完成包装设计，5 款产品已经正式上市。取得了多个注册类、备案类保健食

品新产品证书，并实现了注册类软胶囊剂型零的突破。 

与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王淦教授团队的项目合作已正式启动；与梅奥的合作协议经反复商讨基

本上已达成共识。 

3、完成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工作，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658 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公开发行了 360 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36,000 万元，按面值发行，期限 6 年。本次可转债发行募集

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寿仙谷健康产业园保健食品建设项目。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

决定书[2020]180 号文同意，公司 36,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7 月 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寿仙转债”，债券代码“113585”。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有力保

障了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4、强化企业管理，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 

上半年公司完成寿仙谷集团信息化项目一期上线运行、寿仙谷集团信息化二期项目会员与终

端管理的选型、信息化建设 GS 系统的切换、会员系统前期需求确认及选型、OA 系统前期宣传及

调研等工作，完善和加强了公司对合同、预算、应收款等方面的管理。 

5、积极支持抗疫工作，企业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 

在疫情防控最关键的时刻，公司向浙江援鄂紧急医疗队及一线防疫工作者捐助总价值超过

960 万元的灵芝孢子粉等健康产品。寿仙谷灵芝孢子粉被打包进抗疫医疗队的行李中，成为他们

征战一线的“标配”，帮助医护人员在履行好自身职责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2020 年上半年，公司董事长李明焱荣获浙江省“百名科技追梦人”、“金华市第二届商贸服务

业优秀商业企业家金鹰奖”等荣誉，公司副总王瑛荣获“省巾帼建功标兵”荣誉。公司获评浙江省“优

秀发明单位”、2019 年度浙江省企业标准“领跑者”、省企业社会责任标杆企业、省老字号企业优

秀创新企业的称号；荣获浙江省 2020 年抗击疫情卓越贡献奖、“大爱浙商”抗疫英雄、金华市“抗



疫先锋院士专家工作站”的表彰。公司铁皮石斛系列产品入选“浙江省优秀非遗旅游商品名单”，灵

芝破壁孢子粉、铁皮枫斗颗粒两款产品入选“2020年金华特色产品伴手礼”榜单。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