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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4                           证券简称：南华生物                           公告编号：2019-011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

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南华生物 股票代码 0005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勇 朱柏文 

办公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3号财信大厦 13楼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3号财信大厦 13楼 

传真 0731-85196144 0731-85196144 

电话 0731-85196775 0731-85196775 

电子信箱 chenyong@nhbiogroup.com zhubw@nhbio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生物医药”和“节能环保”两个板块的业务。 

公司“生物医药”板块业务包括干细胞储存服务，单克隆抗体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干细胞治疗，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研

发，医疗器械代理销售。上述业务主要通过各子公司具体运营。其中，湖南博爱康民干细胞组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爱

世为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应干细胞储存服务，湖南南华爱世普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应干细胞储存库、免疫细胞治疗，远

泰生物对应单克隆抗体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干细胞治疗、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研发，南华干细胞再生医学临床转化研

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对应医疗器械销售，上海南华基业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应化妆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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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医药”板块营业收入6,929.19万元，同比上年度增加6,356.90万元，同比增长1110.79%。 

公司“节能环保”板块业务包括对外开展EMC合同能源管理业务、BT业务和相关产品的销售业务，主要通过控股孙公司城光

节能具体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节能环保”板块营业收入2,608.98万元，同比去年减少3,558.03万元，同比下降57.69%。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95,381,715.10 67,392,990.10 41.53% 67,251,43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188,300.29 -37,119,370.19 5.20% 21,756,09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644,771.15 -37,986,486.47 8.80% -21,550,397.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87,479.97 -47,403,365.00 67.96% -14,604,165.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9.82% 277.38% -767.20% 386.6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342,705,746.30 404,775,978.06 -15.33% 301,187,32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250,391.21 24,642,811.28 -141.60% 5,272,481.7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096,871.95 18,906,179.70 19,781,947.78 39,596,71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65,661.50 -8,184,278.61 -7,560,178.38 -12,178,18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35,770.42 -8,119,127.93 -7,711,766.67 -12,278,106.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34,062.63 6,651,226.94 -11,314,938.89 3,410,294.6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44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36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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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58% 79,701,655 0   

上海和平大宗

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3% 35,600,000 0 质押 35,600,000 

重庆信三威投

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昌盛

二号私募基金 

其他 9.64% 30,022,162 0   

吕益先 境内自然人 2.57% 7,993,400 0   

吕丽仙 境内自然人 1.04% 3,245,200 0   

深圳霖泽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7% 3,030,000 0 质押 3,030,000 

陈昇 境内自然人 0.97% 3,015,267 0   

李宝珍 境内自然人 0.84% 2,630,000 0   

林亚圆 境内自然人 0.80% 2,500,000 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信永盈 7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8% 2,12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十名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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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在深耕主业的同时，积极拓展公司业务规模。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38.17万

元，同比增长41.53%；实现归母净利润-3,518.83万元，同比减亏5.2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3,464.48

万元，同比减亏8.80%。 

收入结构方面，随着生物医药业务内容的丰富，依靠节能环保业务支撑主业的失衡结构得到扭转，生物医药业务比重逐年递

增，收入能力得到提升。 

盈利能力方面，因公司生物医药业务起步晚，处于市场持续培育和投入期，目前业务整体暂未实现盈利。同时，公司缺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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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金，持续攀升的财务费用也影响了公司的盈利水平。 

综上，公司整体收入水平得到提升，但盈利能力未发生实质好转，公司仍需通过加强业务拓展、补充业务内容等途径来改善

盈利能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EMC 及工程建

设 
16,297,060.26 7,262,716.05 44.56% -35.22% -7.08% 13.49% 

细胞储存及检测 18,841,891.08 13,005,246.66 69.02% 296.41% 646.21% 32.36% 

抗体产品销售及

技术服务 
46,711,301.40 37,577,440.11 80.45% 100.00% 100.00% 10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名期内，公司营业收入9,538.17万元，同比增长41.53%，营业成本3,260.99万元，同比下降34.2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3,518.83万元，同比减亏5.2%。 

本期营业收入与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原因为：本期通过资产重组，新增抗体销售和技术服务业务，本报告期为公司

贡献收入4,721.35万元；本期细胞储存及检测业务规模持续增长，本报告期收入为1,884.19万元，同比增长296.41%。 

本期营业成本与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入占比较高的抗体销售和技术服务业务，毛利率较高；毛利率

相对低的节能环保业务，收入同比去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对应的业务成本下降；本期通过收购爱世普林公司控股权，实现干

细胞业务的本地化储存，干细胞储存及检测业务毛利率得到提高。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

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付利息 252,694.47 其他应付款 63,894,938.34 

应付股利 931,1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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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62,711,141.06 

管理费用 37,543,732.38 管理费用 34,814,799.11 

研发费用 2,728,933.27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资产重组，本期新增一级子公司湖南远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PROMAB BIOTECHNOLOGIES INC、一级子

公司湖南南华爱世普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新增新设二级子公司湖南爱世为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三级子公司贵州濯清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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