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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13                           证券简称：泰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0-052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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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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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林生物 股票代码 3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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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星月 叶军君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2930 号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2930 号 

电话 0571-86589069 0571-86589069 

电子信箱 yexy@tailingood.com yejj@tailingood.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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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6,201,879.25 82,628,227.92 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95,511.15 16,353,220.15 1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5,541,245.93 13,192,363.81 17.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979,117.57 86,813.52 44,799.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42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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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42 -1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0% 8.06% -3.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68,932,561.54 266,911,209.63 7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4,154,582.39 229,105,616.51 80.7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96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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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大林 境内自然人 53.49% 27,800,000 27,800,000   

宁波高得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22% 3,750,000 3,750,000   

倪卫菊 境内自然人 5.83% 3,030,000 3,030,000   

潘春晓 境内自然人 2.89% 1,500,000 1,500,000   

夏信群 境内自然人 1.02% 530,100 530,100   

沈志林 境内自然人 1.02% 530,100 530,100   

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6% 500,000 500,000   

#焦贵金 境内自然人 0.66% 344,084 0   

郭锦江 境内自然人 0.58% 300,000 300,000   

李开先 境内自然人 0.58% 300,000 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叶大林先生和倪卫菊女士是夫妻关系，叶大林先生是宁波高得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沈志林、夏信群是宁波高得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焦贵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32500.00 股外，还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11158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44084.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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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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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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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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业绩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20.1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29.55万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4.32%、11.88%；总资产46893.2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5.69%。 

（二）技术研发方面 

2020年，公司坚定贯彻科技引领发展的方针，积极推动研发进程。 

1、2020年，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有针对性地引进高端人才，同时加强整合各子公司研发团队力量，及时开发出满

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巩固和保持公司在行业中的技术优势。公司长期保持以超过销售收入10%的资金投入技术研发。 

2、由国家科技部立项泰林生物牵头承担的“十三五国家重大创新规划——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重点专项”《高性能智

能化无菌检测仪的开发与应用》（项目编号：2016YFF0103200）进入结题准备工作阶段。项目聚焦国内食药安全重大战略，

围绕解决当前国家在高性能智能化食品药品无菌检测仪开发的技术瓶颈，引领国内整体食药安全检测新方向。此外，泰林生

物参与的 《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技术与产品研究》（项目编号：2016YFC1201400）和《劳动密集型洁净

厂房职业病危害防护技术与装备研发》（项目编号：2016YFC0801705）等两个“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已顺利验收。  

3、泰林生物不断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产品。 

（1）2020年上半年，生命科学领域的主要研发成果有： 

①集菌培养器产品，完成了系列全面改进升级。由原单层透析包装升级为双层透析包装，增加软管夹、挂环护帽，升级

包装纸箱等，全面提升无菌检查的可靠性和效率。 

②酶底物法大肠菌群检测系统正式上市，为客户提供流程化水质快速检测系列产品。该系统申请了多项专利，具有操作

简单、培养时间短、灵敏度高、适用性强等优势。 

③个人防护及实验室专用防护产品在泰林淘宝品牌店正式上线，包括一次性防护口罩、无菌口罩、消毒湿巾、无菌抹布、

防护眼镜等产品陆续上市，正式进入个人防护用品领域。 

④新款（F47BP）微生物检测过滤器正式上市，该款过滤器为膜、杯、培养基吸收垫、过滤底座一体化无菌产品，省却

了繁琐的灭菌、放膜、装杯、取膜、贴膜步骤，可直接添加液体培养基形成培养盒，无需取膜更高效便捷。 

（2）2020年上半年，生物技术领域的主要研发成果有： 

①为华大基因研发的细胞免疫治疗工作站交付； 

②开发出首款移动对接式二氧化碳培养箱； 

③开发出首台针对地铁车厢消毒的自主移动式消毒机器人； 

④开发出首款负压柔性隔离病房； 

⑤完成全新一代智能集菌系统开发。 

（3）2020年上半年，分析仪器领域的主要研发成果有： 

①完成了HTY-CT1000B的研发投产，完全符合HJ501以及JJB821相关国家标准要求，满足了当前环保领域TOC检测的需

求； 

②推出HTY-AW01-TH型水活度仪检测的产品，贴合2020年药典中有关水活度(药典新增项)的检测需求，为市场提供了

产品支持； 

③过氧化氢浓度监测解决了采用TDLAS方法对汽化后水和过氧化氢同时进行实时监测的难题，响应快速、及时和稳定，

为后续相关产品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三）营销方面 

1、2020年上半年，生物安全业务方面，过氧化氢灭菌器、无菌传递舱、阻遏隔离器、个人防护用品系列产品等销售业

务受疫情影响增长。 

2、中美贸易摩擦及疫情影响国际贸易的背景下，泰林的微孔滤膜、菌株及相关仪器设备，受替代进口的转移需求拉动

销售增长。 

3、疫情促进了医疗系统消毒设备采购的增长，医疗卫生行业客户数量及业务量也出现增长。 

4、传统营销模式受到了疫情的挑战。公司试水数字化营销，成立电商部，开设淘宝店铺，尝试在线推广。力争在销售

模式转型、渠道创新上抢占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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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产管理方面 

公司结合行业现状和自身设备使用情况，加快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加大技术创新和工艺设备的

升级改造力度，提高关键工序的自动化水平，充分发挥设备能效，减少人工和物料的浪费，确保产品质量稳定、成本降低，

有效的提升了产品效益。 

（五）质量管理方面 

公司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方法，对设计开发过程、原材料采购和生产过程严加管理，以保证产品的优良品质。 

1、公司及子公司严格参照医疗器械、中国药典等相关行业的标准要求，制定产品质量控制标准，策划、建立、实施了

ISO9001/ISO14001质量环境管理体系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持续改进其有效性。将质量目标层层分解，以确保产品质量，策

划了针对不同产品集群独立运行的质量环境管理体系，实现了对业务流程、产品、工作地点的全面覆盖。 

2、在产品设计的关键环节，采用风险识别、冗余设计等技术手段来提高关键部件的可靠性。 

3、对供应商定期走访。 

4、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检验队伍素质，开展全员质量意识培训和质量关键岗位检验技能培训，对整个检验过程实

行有效管理。 

（六）2020年上半年公司及子公司知识产权情况如下： 

1、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有效发明专利19项，实用新型专利114项，外观设计专利48项，软件著作权24

项。2020年上半年申请软件著作权1项，2020年上半年授权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软件著作权1项。 

2、浙江泰林生命科学有限公司累计有效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3项，外观设计专利13项，软件著作权9项。2020

年上半年申请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外观设计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2项；2020年上半年授权实用新型专利3项，

外观设计专利5项,软件著作权2项。 

3、浙江泰林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累计有效实用新型专利3项，外观设计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6项。2020年上半年申请软件

著作权2项；2020年上半年授权实用新型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2项。 

4、浙江泰林医学工程有限公司累计有效实用新型专利2项，外观设计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7项。2020年上半年申请发明

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2020年上半年授权实用新型专利2项，外观设计专利2项。 

（七）人力资源方面 

1、截止报告期末，员工人数564人，较年初522人增长8%。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52%。 

2、2020年上半年，持续强化人力资源管理核心作用。 

（1）加强企业文化与价值观建设，强化对干部队伍的考核。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机制，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人才

梯队，培养一支有战斗力的干部队伍。 

（2）公司通过不断开拓招聘渠道继续大力引进优秀及高端人才，建立人才梯队和战略预备队，为公司发展储备了中高

层管理和关键岗位员工。 

（3）导入“泰林学院”在线培训平台，加强员工职业技能培训及管理思想培训。经过三个月的试运行，平台已导入自制

课件45份，支持内部培训65场，提升了培训的效率效能。 

（八）上市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方面 

2020年上半年，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规范化管理及内控要求，通过部门自查、审计、问题整改等程序，加强了公司内部控

制、财务管理等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公司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水平。并通过加强对最新修订法规政策的学习，进一步规范信

息披露工作，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能力，完善董事会、股东大会及管理层的运作和

决策程序。 

深化应用ERP、CRM、RDM、OA等软件平台，推广电子审批流程，满足公司发展对自动化、无纸化及移动办公的需求，

提升公司整体信息化管理水平。 

积极开展党员先锋组织建设，树立廉洁正气的工作作风。 

（九）社会责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医卫单位对医疗物资需求大增。泰林生物累计捐赠6套过氧化氢先进灭菌设备，这些设备

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定点收治医院终末消毒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2020年，4月29日，泰林生物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感谢信。这封来自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

疗物资保障组）的致谢信函中，对泰林生物在举国抗击疫情攻坚战中的突出贡献表示诚挚感谢。 

感谢信高度评价了泰林生物，认为泰林生物“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公司“克服春节期间用工短缺、物流运输不畅、零部件供货紧张等重重困难，加快达产扩产，提效增能。企业全体员工奋勇

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加班加点，任劳任怨，有力保障了全国特别是湖北武汉等重点地区的疫情防控急需。” 

泰林生物在历次的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生物公共安全事件中，都有出色的表现和贡献。体现了行业领军企业的实力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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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13,490,429.03 -13,490,429.03  

合同负债  13,490,429.03 13,490,429.03 

2.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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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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