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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4                           证券简称：*ST 生物                           公告编号：2020-013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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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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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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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3号财信大厦13楼  

传真 0731-85196144  

电话 0731-85196775  

电子信箱 cheny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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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服务、干细胞治疗研究等，主要通过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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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华爱世普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司具体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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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污水处理业务，主要通过控股公司城光（湖

南）节能环保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具体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医药”板块营业收入9,890.48万元，同比上年度增加2,961.29万元，同比增长42.74%；公司“节能环保”

板块营业收入3,525.57万元，同比去年增加916.59万元，同比增长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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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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34,160,531.96 95,381,715.10 40.66% 67,392,99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06,368.87 -35,188,300.29 153.44% -37,119,37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259,668.09 -34,644,771.15 18.43% -37,986,486.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22,362.74 -15,187,479.97 195.62% -47,403,36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1 153.44%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1 153.44%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0.55% -489.82% -1,400.73% 277.3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268,330,903.67 342,705,746.30 -21.70% 404,775,97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413,979.47 -10,250,391.21 279.64% 24,642,811.2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9,775,813.30 30,388,397.61 30,071,514.65 43,924,80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46,948.14 -7,777,152.43 -5,764,294.89 38,894,76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56,327.31 -7,801,413.82 -5,631,663.43 -8,270,263.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28,981.65 9,379,808.22 -5,492,494.56 19,264,0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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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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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省财信产

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58% 79,701,6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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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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丽仙 境内自然人 1.08% 3,378,800 0   

陈昇 境内自然人 0.98% 3,04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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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信永盈 8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1% 2,528,000 0   

林亚圆 境内自然人 0.80% 2,500,000 0   

王更生 境内自然人 0.66% 2,067,700 0   

李宝珍 境内自然人 0.66% 2,0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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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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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精耕干细胞主业，扩增业务规模，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发展稳中向好。2019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13,416.05万元，同比增长40.66%；归母净利润1,880.64万元，实现扭亏为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2825.97万元，同比减亏18.43%。 

收入结构方面，生物医药板块占比持续增加，报告期内细胞储存及检测服务收入同比2018年增长幅度超过170%，节能环保

板块产能逐渐修复并尝试开拓污水处理等新业务。 

盈利能力方面，转型后的公司一直处于市场持续培育和投入期，整体业务盈利水平不高。对比转型初期，经过近几年的市场

培育和市场宣传，公司影响力、市场占有率和收入水平得到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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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9,313.49 8,178,214.40 41.58% 20.69% 12.61% -2.98% 

细胞储存及检测 51,402,261.86 43,894,734.23 85.39% 172.81% 237.52% 16.37% 

抗体产品销售及 

技术服务 
41,876,586.20 29,438,625.17 70.30% -10.35% -21.66%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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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13,416.05万元，同比增长40.66%，营业成本4,968.22万元，同比增长52.3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1,880.64万元，同比扭亏为盈。本期营业收入与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原因为：公司营业收入增加主要为干

细胞业务持续增长缘故，干细胞业务收入同比上期增加3,256.04万元，增长172.81%；另外，节能环保业务同比上年也有所

增收。营业成本随着收入增加而增长，另外节能环保业务毛利率下降，故成本增长率大于收入增长率。本期转让远泰获得投

资收益4,177.62万元，以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在建工程出资获得资产处置收益448.82万元，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同比扭亏为盈。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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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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

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

追溯调整法。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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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6,139,610.09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6,139,610.0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9,541,726.94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9,541,726.94 

2.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

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

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1)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 年 1 月 1 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085,539.00 -1,085,539.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85,539.00 1,085,539.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短期借款 70,000,000.00 92,920.83 70,092,920.83 

其他应付款 80,496,820.74 -124,633.70 80,372,187.0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000,000.00 31,712.87 19,031,712.87 

(2) 2019年1月1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表：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贷款和应收款项 59,012,656.66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59,012,656.66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1,085,539.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085,539.00 

应收账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26,139,610.09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26,139,610.09 

其他应收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3,787,425.25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3,787,425.25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贷款和应收款项 11,211,087.3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11,211,087.30 

其他流动资产 贷款和应收款项 4,5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4,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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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收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47,936,293.5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47,936,293.54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短期借款 其他金融负债 70,0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70,092,920.83 

应付账款 其他金融负债 29,541,726.9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29,541,726.94 

其他应付款 其他金融负债 80,496,820.7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80,372,187.04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 19,0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19,031,712.87 

长期应付款 其他金融负债 1,0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1,000,000.00 

(3) 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

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的账面价值（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面价

值（2019 年 1 月 1 日） 

1) 金融资产 

①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59,012,656.66   59,012,656.66 

应收账款 26,139,610.09   26,139,610.09 

其他应收款 3,787,425.25   3,787,425.2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11,211,087.30   11,211,087.30 

其他流动资产 4,500,000.00   4,500,000.00 

长期应收款 47,936,293.54   47,936,293.5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

融资产 

152,587,072.84     152,587,072.84 

②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1,085,539.00 -1,085,539.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85,539.00  1,085,539.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总金

融资产 

1,085,539.00   1,085,539.00 

2) 金融负债 

其中：摊余成本 

短期借款 70,000,000.00 92,920.83  70,092,920.83 

应付账款 29,541,726.94   29,541,726.94 

其他应付款 80,496,820.74 -124,633.70  80,372,187.0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9,000,000.00 31,712.87  19,031,712.87 

长期应付款 1,000,000.00   1,0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

融负债 

200,038,547.68     200,038,547.68 

(4) 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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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

备/按或有事项准则确认的预

计负债（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备

（2019 年 1 月 1 日） 

应收账款 2,656,666.86   2,656,666.86 

其他应收款 6,286,849.93   6,286,849.93 

3.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经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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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出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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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一级子公

司湖南南华资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第三方增资，全资子公司海口金淼变为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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