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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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占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莫瑞娟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穆

乃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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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5,967,275.11 3,039,996,721.73 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524,910,069.02 2,453,448,658.70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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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20,200.01 45,696,588.50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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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831,495.02 201,021,579.29 3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9,278,549.43 28,695,750.24 14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7,208,899.46 22,924,398.54 105.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78 2.56 增加 0.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2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2 83.3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9.89 10.79 减少 0.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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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聚焦战略，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及市场开拓。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市场造成

严重影响和冲击下，公司上下同心合力，积极组织复工生产，高效整合供应链系统，全力保障产

品供应，实现了一季度业务的持续发展。 

供应链管理优化，产能效率提升。公司于 2019年底完成新工厂搬迁，通过高效有序管理，

实现生产效率持续提升，3月单月产值达到历史高点。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为 50.2%，主要受工

厂搬迁过渡期一次性费用影响且该费用后续不会再发生，若还原该费用影响，公司毛利率为

52.1%，同比提升 0.2个百分点。 

国内市场：受疫情影响各业务板块增势不同，总体增长平稳，收入同比增长 20.2%。     

①抗击疫情直接相关的生物安全柜、超低温等产品一季度来自医院、疾控中心等用户的需求

增长较快，其中生物安全柜产品增长尤其显著，收入同比增长 127%。 

②非抗击疫情直接相关类产品增速有所下降，但随着医院、药企、高校等机构的工作逐步恢

复常态，业务正在恢复正常发展态势。其中，物联网方案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52%，但由于报告期

内用户主要聚焦防疫工作，项目的推进及实施均有所延期，导致环比增速放缓。在此影响下，公

司一方面积极通过线上直播、云端体验等方式持续进行用户交互，应对短期波动；另一方面持续

优化方案、不断提升竞争力，2月 26日公司“面向智慧医疗的疫苗与血液大数据管理平台建设与

应用示范项目”进入工信部“2020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名单”，有利于后续业务的推

广复制。  

海外市场：全球布局深化，业务增长提速，收入同比增长 92.6%。通过公司供应链管理能力

的持续提升，一季度在保证国内产品供应的同时，全力保障海外订单转化。其中，海外大项目持

续发展，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 232%；经销业务受益于全球网络体系拓展，同比增长 29%，保持良

好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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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6,001.6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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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5,9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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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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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2,264.9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96,327.2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811.45  

所得税影响额 -4,150,402.78  

合计 22,069,649.9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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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控

股有限公司 
100,591,463 31.73 100,591,463 100,591,463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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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和立成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奇

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4,207,317 20.25 64,207,317 64,207,317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青岛海智汇赢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青

岛海创睿股权投资基

金中心（有限合伙） 

32,103,659 10.13 32,103,659 32,103,659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天津海盈康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61,689 3.87 12,261,689 12,261,689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天津海创盈康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517,739 3.63 11,517,739 11,517,739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

司 
8,989,024 2.84 8,989,024 8,989,024 无 0 

国有法

人 

北京中财龙马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龙汇和诚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132,927 2.57 8,132,927 8,132,927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

限公司 
3,170,718 1.0 2,481,418 3,170,718 无 0 

国有法

人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汇玖3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855,501 0.90 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钟伟澜 2,600,000 0.8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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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汇玖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855,501 人民币普通股 2,855,501 

钟伟澜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钟格 2,483,111 人民币普通股 2,483,11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海医

疗保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海医药健康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0,000 

何雪萍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1,386,404 人民币普通股 1,38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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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琚玖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23,160 人民币普通股 1,023,16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929,482 人民币普通股 929,48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

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海创睿将

其持有的海尔生物 10.13%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海尔集团公司

行使，除此之外，公司未接到上述股东有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协议的声明。 

2、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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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较年初下降 100.00%，主要因前期应收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2） 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 85.59%，主要因预付采购款所致。 

（3） 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下降 33.61%，主要因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所致。 

（4） 预收款项较年初下降 100.00%，主要因适用新收入准则将原计入“预收款项”的预收销售

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列报。 

（5） 合同负债按照新收入准则，公司因适用新收入准则将原计入“预收款项”的预收销售款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列报，较预收款项年初增加 80.78%，主要因海外项目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6） 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增加 54.27%，主要因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所致。 

（7） 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加 35.50%，主要因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8） 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32.74%，主要因海外项目、生物安全产业和物联网解决方案倍速增长所

致。 

（9） 营业成本同比增加 37.66%，主要因收入规模增长所致。 

（10） 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42.41%，主要因收入规模增长、市场拓展人员增加所致。 

（11） 财务费用同比下降 1,394.54%，主要因本期利息收入和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12） 其他收益同比增加 100%，主要因收到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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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投资收益/（亏损）同比增加 806.51%，主要因本期处置子公司取得投资收益所致。 

（14） 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960.77%，主要因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发生变化所致。 

（15）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75.50%，主要因成品库龄结构发生变化所致。 

（16）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1,118.23%，主要因收到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所致。 

（17）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 190,027,567.33%，主要因工厂搬迁产生的固定资产报废及捐赠支出

所致。 

（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同

比增长 141.42%、105.93%，主要因经营规模增长及处置子公司取得投资收益所致。 

（19）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分别同比增长 83.33%、83.33%，主要因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

增长所致。  

（2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102.17%，主要因本期理财支出增加所致。 

（2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100.00%，主要因为上期归还借款及利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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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重要事项信息披露如下，所有披露内容均同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 

事项 披露索引 披露日期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

司股权的事项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2020年 1月 6日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2020年 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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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占杰 

日期 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