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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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炳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乔丕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海

亮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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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835,914.64 1,281,249,579.06 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04,115,972.65 962,184,729.76 4.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2,706,547.97 
 

2,731,543.34 2,927.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92,731,084.70 617,042,843.63 1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3,060,721.43 47,818,977.70 5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558,819.42 31,067,224.06 98.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4 5.38 增加 2.06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32 46.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32 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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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423.33 -113,6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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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除外 

5,473,635.70 16,637,8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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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6,055.35 52,424.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126.44 -1,162,393.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0,149.37 -1,211,113.93  

所得税影响额 -594,109.84 -2,701,164.07  

合计 3,001,771.37 11,501,902.0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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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

司 
80,291,000 51.91 80,291,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贾德强 6,765,400 4.37 0 质押 1,700,000 境内自然人 

五莲康煜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480,000 2.2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马向东 2,587,500 1.6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鲁民 2,406,700 1.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刚 1,655,400 1.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勇 920,000 0.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卫国 750,000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贵阳 710,000 0.46 0 无 0 境外自然人 



UBS  AG 541,382 0.35 0 无 0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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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德强 6,765,400 人民币普通股 6,765,400 

五莲康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80,000 

马向东 2,58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7,500 

刘鲁民 2,406,7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6,700 

陈刚 1,655,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5,400 

王勇 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0,000 

高卫国 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 

陈贵阳 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0,000 

UBS  AG 541,382 人民币普通股 541,38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

景阳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2,900 人民币普通股 512,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陈刚持有五莲康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8.04%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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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金额 年初余额 差异额 差异率 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5,659,503.48 8,267,295.20 -2,607,791.72 -31.54% 主要因本期客户支付方式变化，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导致。 

其他应收款 35,271,175.17 22,041,742.10 13,229,433.07 60.02% 主要因尚未结算的往来款增加导致。 

长期股权投资 2,183,432.17 509,341.13 1,674,091.04 328.68% 主要因新增对蔚蓝刚刚好、蔚蓝伊美的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

投资导致。 

固定资产 369,417,869.33 241,802,209.00 127,615,660.33 52.78% 主要因本期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固导致。 

在建工程 55,166,831.73 149,192,863.60 -94,026,031.87 -63.02%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7,507,991.58 69,860,556.20 87,647,435.38 125.46% 主要因本期微生态、动物保健品板块长期资产投资增加导致。 

短期借款 67,489,626.17 36,900,000.00 30,589,626.17 82.90% 主要因本期新增的银行信用贷款导致。 

预收款项   5,186,098.97 -5,186,098.97 -100.00% 主要因本期根据新收入准则列报科目发生变化导致。 

合同负债 7,059,293.43     不适用 

应交税费 13,647,018.47 7,385,826.81 6,261,191.66 84.77% 主要因本期销售增加，尚未缴纳的税费增加导致。 

其他应付款 48,138,717.80 32,243,374.74 15,895,343.06 49.30% 主要因尚未结算的往来款、费用款增加导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差异额 差异率 原因 

财务费用 2,405,181.52 1,046,958.59 1,358,222.93 129.73% 主要因本期汇率变化引起的汇兑损失增加导致。 

其他收益 16,637,817.32 12,838,405.60 3,799,411.72 29.59% 主要因政府补助列报调整导致。 

营业外收入 178,577.63 5,413,240.99 -5,234,663.36 -96.70% 

信用减值损失 -6,577,586.80 -4,444,406.78 -2,133,180.02 不适用 本期计提的信用损失增加导致。 

营业外支出 1,452,654.04 286,526.41 1,166,127.63 406.99% 主要因本期向青岛市崂山区红十字会捐赠100万元现金用于疫

情防控。 

所得税费用 15,707,878.41 8,236,336.20 7,471,542.21 90.71% 主要因本期利润增加导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差异额 差异率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2,706,547.97 2,731,543.34 79,975,004.63 2,927.83% 主要因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收到的货款增加导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0,525,999.98 -257,286,691.01 156,760,691.03 不适用 主要因本期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支出较上期减少导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268,786.76 235,008,113.03 -239,276,899.79 -101.82% 主要因上期公司首发上市取得募集资金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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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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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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黄炳亮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OLE_LINK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