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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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鹏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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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5,788,563.56 4,888,538,460.37 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14,431,484.37 3,353,702,190.68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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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18,311.80 156,699,220.70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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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372,660.07 1,005,353,917.75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102,949.30 93,502,355.08 4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732,896.67 71,669,807.52 -26.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5 3.18 增加 0.67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1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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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1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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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97,036.55 20,902,7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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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除外 

4,113,020.38 8,047,6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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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8,137.00 64,372,153.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54,382.40 -6,391,404.1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27,476.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48,891.31 -2,619,612.74  

所得税影响额 -3,860,133.76 -4,569,008.92  

合计 22,633,551.26 80,370,0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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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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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开发区德源

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84,064,327 17.96 622,277 

质押 

81,233,26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嘉道成功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44,943,820 9.60 44,943,820 

质押 

41,700,000 其他 

UBS AG 11,528,200 2.46 0 无 0 境外法人 

王晓鸽 11,235,955 2.40 11,235,955 
无 

0 境内自然

人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4 / 7 

 

爱尔医疗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10,441,489 2.23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王辉 6,830,300 1.46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陈瑶希 5,819,519 1.24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北京银宏春晖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5,761,349 1.23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建信（北京）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5,306,440 1.13 0 

无 

0 国有法人 

信泰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产品 

4,512,257 0.96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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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开发区德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3,442,050 人民币普通股 83,442,050 

UBS AG 11,52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28,200 

爱尔医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441,489 人民币普通股 10,441,489 

王辉 6,830,300 人民币普通股 6,830,300 

陈瑶希 5,819,519 人民币普通股 5,819,519 

北京银宏春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761,349 人民币普通股 5,761,349 

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306,440 人民币普通股 5,306,440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4,512,257 人民币普通股 4,512,257 

柳州柳东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4,429,875 人民币普通股 4,429,875 

黄庆仰 4,168,700 人民币普通股 4,16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嘉道成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北京银宏春晖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注：截止 2018年 7月 23日，公司董事长龚虹嘉先生通过 UBS AG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 11,52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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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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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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9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3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35%，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5,273.2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6.42%。报告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美国子公司 Vcan Bio USA Co.,Ltd.以持全部 Hebecell Corp.股权投资 

Aceso Biotech Venture Fund, L.P.确认投资收益及收购北京中源维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上

事项影响公司损益 5,006.87 万元；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公司较高毛利的细胞存储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3.1.1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年初数 变动比例 （%） 情况

说明 

货币资金 1,010,203,787.47 631,692,857.26 59.92 注 

交易性金融资产  401,669,397.86 -100.00 注 

应收票据 43,150.50 463,889.85 -90.70 注 

预付款项 66,467,826.18  43,722,682.57 52.02 注 

其他应收款 37,478,010.44 20,662,958.70 81.38 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07,325,906.40 390,214,449.03 55.64 注 

短期借款 12,716,000.21  100.00 注 

应交税费 48,917,742.38 37,635,862.60 29.98 注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309,000.00 100,809,000.02 -93.74 注 

其他综合收益 196,643,365.49 46,067,932.78 326.86 注 

注 

项目名称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59.9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结

构性存款到期收回。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年初减少10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结构性存款到期。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90.7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子公司已取得的银行承兑汇

票到期完成承兑。 

预付款项 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52.0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预付试剂及设备采购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81.3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子公司处置土地使用权，

按协议规定50%款项截止报表日暂未收回。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较年初增加55.6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子公司Vcan Bio USA 

Co.,Ltd.以持全部Hebecell Corp.股权投资Aceso Biotech Venture Fund, 

L.P.及因持有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境外上市股权，其公允价值发生

变动所致。 

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10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新增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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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较年初数增加29.98%，主要原因是公司计提税费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数减少93.7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归还到期

长期借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数增加326.8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确认北京泛生子

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公允价值变动1.63亿元。 

 

3.1.2 利润表项目 

项目名称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较上年同期增

减（%） 

情况说

明 

财务费用 -2,985,680.25 9,052,314.15  -132.98 注 

其他收益 2,612,286.14 5,226,534.85 -50.02 注 

投资收益 52,068,391.62 -12,190,291.63 527.13 注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722,114.34  100.00 注 

资产减值损失  -7,549,233.22 -2,563,637.34 194.47 注 

资产处置收益 21,069,018.96 9,075,899.62 132.14 注 

营业外收入 8,144,270.26 4,886,638.36 66.66 注 

营业外支出 9,266,530.92 871,387.99 963.42 注 

注 

项目名称 情况说明 

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32.98%，主要原因是归还部分银行借款本金支付

的银行借款利息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50.02%，主要原因是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527.1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以持全部

Hebecell Corp.股权投资Aceso Biotech Venture Fund, L.P.及收购维康

为子公司确认投资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交易性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194.4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较上年同期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32.1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处置土地使用权

取得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66.66%，主要原因是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

助较上年同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963.42%，主要原因是公司收购北京中源维康基

因科技有限公司确认债务重组损失所致。 

 

3.1.3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名称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较上年同期

增减（%） 

情况

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6,040,337.65  -104,003,678.31 394.26 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575,923.72 352,456,237.59 -120.59 注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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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情况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94.2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收回结构性存款及上年同期收购子公司少数股权支付股权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20.59%，主要原因是上年同

期收到增发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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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十届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政府有偿收回下属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议案》，同意由湖州南太湖新区管理委员会收回公司下属子公司协和华东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

司座落于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田横路988号部分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收回总补偿款为人民币

22,947,585.00元。 

截止报告期，公司已收到土地回购补偿款11,473,792.50元，依据协议剩余50%转让款，待公

司交付土地时支付。本次交易预计影响公司合并报表损益1,664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公告：2020-044。 

2、2020年8月10日，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开发区德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源投资”）

为解决自身债务问题引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信

达”）进行债务重组，债务重组规模为人民币581,164,628.51元，信达有权在债务重组宽限期内

选择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受让德源投资持有的中源协和不低于5%的股份。 

2020年9月27日，信达行使上述债权转股权的权利，并与德源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信达将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受让德源投资持有的25,422,774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5.43%。 

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公告：2020-053、20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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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勇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