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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致同审字（2020）第 442C020092 号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负

债表，2020 年度 1-9 月份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

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 1-9 月

份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

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

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

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

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的持续经营能

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

层计划清算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的财务报告过程。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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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

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

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

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

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

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

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

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

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

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

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

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

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

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

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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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

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恩成 

 

 

张芳 
 

中国·北京 二Ｏ二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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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2020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五、1 39,699,446.52                  214,423,814.05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五、2 18,963.04                          19,428.55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39,718,409.56                  214,443,242.60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五、3 1,477,357,644.15               1,303,663,932.9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77,357,644.15               1,303,663,932.90  

      资产总计                1,517,076,053.71               1,518,107,175.50  

 执行董事：朱保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泽皆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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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续） 

2020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五、4 7,577.37                                7,759.4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7,577.37                                7,759.4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7,577.37                                7,759.40  

  实收资本 五、5 7,840.78                                7,840.78  

其他权益工具 五、6 314,490,530.65                      314,490,530.65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五、7 1,175,188,668.79                   1,175,188,668.7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五、8 20,783,564.50                        21,983,950.64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五、9 6,597,871.62                         6,428,425.24  

    股东（或所有者）权益合计                 1,517,068,476.34                   1,518,099,416.10  

负债和股东（或所有者）权益总计                 1,517,076,053.71                   1,518,107,175.50  

执行董事：朱保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泽皆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艳 

 



 

3 

公司利润表  

2020年 1-9月 

 编制单位：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五、10   178,700.19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五、11 -169,446.38  -6,665,808.40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714,618.20  7,901,650.53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69,446.38  6,487,108.21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69,446.38  6,487,108.21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9,446.38  6,487,108.21  

    其中：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9,446.38  6,487,108.21  

          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00,386.14  -6,364,965.30  

六、综合收益总额   -1,030,939.76  122,142.91  

执行董事：朱保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泽皆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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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金流量表 
2020 年 1-9 月 

 编制单位：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0年 1-9月  2109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12（1） 714,618.20  7,901,650.5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14,618.20  7,901,650.5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12（2） 73,315.67  393,609.5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3,315.67  393,609.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1,302.53  7,508,041.0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72,498,035.94  129,434,279.1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2,498,035.94  129,434,279.1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498,035.94  -129,434,279.1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867,634.12  4,946,098.4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4,724,367.53  -116,980,139.6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4,423,814.05  331,403,953.7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9,699,446.52  214,423,814.05  

执行董事：朱保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泽皆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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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20年 1-9 月          
 编制单位：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0 年 1-9 月 

实收资

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

备 

盈余公

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7,840.78 314,490,530.65 - - 1,175,188,668.79 - 21,983,950.64 - - 6,428,425.24   1,518,099,416.10  

  加：会计政策变更 
          

                         -    

      前期差错更正 
          

                         -    

      其他 
          

                         -    

二、本年年初余额 7,840.78 314,490,530.65 - - 1,175,188,668.79 - 21,983,950.64 - - 6,428,425.24   1,518,099,416.10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 - - - - - -1,200,386.14 - - 169,446.38         -1,030,939.76  

（一）综合收益总额 
      

-1,200,386.14 
  

169,446.38         -1,030,939.76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 - - - - - - - - -                          -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    

 2.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    

 3．股份支付计入股东权益的金额 
          

                         -    

 4．其他 - 
   

- - 
    

                         -    

（三）利润分配 - - - - - - - - - -                          -    

 1．提取盈余公积 
        

- -                          -    

 2.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或所有者的分配 
         

-                          -    

 4．其他 
          

                         -    

（四）股东权益内部结转 - - - - - - - - - -                          -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 
     

                         -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4.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    

 5．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6．其他 
          

                         -    

（五）专项储备 - - - - - - - - - -                          -    

 1．本期提取 
          

                         -    

 2．本期使用 
          

                         -    

（六）其他 
    

- 
     

                         -    

四、本年年末余额 7,840.78 314,490,530.65 - - 1,175,188,668.79 - 20,783,564.50 - - 6,597,871.62   1,517,068,476.34  

执行董事：朱保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泽皆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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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19 年          
 编制单位：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 年 

实收资

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

备 

盈余公

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7,840.78 314,490,530.65 
  

1,175,188,668.79 - 28,348,915.94 - - -58,682.97 1,517,977,273.19 
  加：会计政策变更 

      
- 

  
- - 

      前期差错更正 
          

- 

      其他 
         

- - 
二、本年年初余额 7,840.78 314,490,530.65 - - 1,175,188,668.79 - 28,348,915.94 - - -58,682.97 1,517,977,273.19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 - - - - - -6,364,965.30 - - 6,487,108.21 122,142.91 

（一）综合收益总额 
      

-6,364,965.30 
  

6,487,108.21 122,142.91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 - - - - - - - - - -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 

 2.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 
 3．股份支付计入股东权益的金额 

          
- 

 4．其他 - 
   

- - 
    

- 

（三）利润分配 - - - - - - - - - - - 
 1．提取盈余公积 

          
- 

 2.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或所有者的分配 
         

- - 

 4．其他 
          

- 
（四）股东权益内部结转 - - - - - - - - - - -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 
     

-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4.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 
 5．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6．其他 

          
- 

（五）专项储备 - - - - - - - - - - - 

 1．本期提取 
          

- 
 2．本期使用 

          
- 

（六）其他 
    

- 
     

- 

四、本年年末余额 7,840.78 314,490,530.65 - - 1,175,188,668.79 - 21,983,950.64 - - 6,428,425.24 1,518,099,416.10 

执行董事：朱保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泽皆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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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一、公司基本情况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以下简称“本公司”） 是一间于开曼群岛成立的有限公司，其

注册地址位于 Cayman Corporate Centre, 27 Hospital Road,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

90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投资控股。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在 2017 年 10

月 10 日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公司的法定资本为 50,000 美元。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解释及其他有关规定（统

称“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此外，本公司还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披露有关财务信

息。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本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除某些金融工具外，本财务报表均以历史成本

为计量基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按公允价值减去预计费用后的金额，以及符合

持有待售条件时的原账面价值，取两者孰低计价。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

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三、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1、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

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 1-9 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2、会计期间 

本公司的会计期间分为年度和中期，会计中期指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报告期

间。本公司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3、营业周期 

本公司以 12 个月作为一个营业周期，并以其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 

4、记账本位币 

港币为本公司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本公司以港币为记账本位币。本公

司编制本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 

5、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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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包括库存现金、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以及本公司持有的

期限短（一般为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

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6、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1）外币业务 

本公司发生的外币交易在初始确认时，按交易日的即期汇率（通常指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当日外汇牌价的中间价，下同）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但公司发生的外币兑换

业务或涉及外币兑换的交易事项，按照实际采用的汇率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 

资产负债表日，对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因资产负债表

日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者前一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

入当期损益；对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

折算；对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

算，折算后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与原记账本位币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资产负债表日，对境外子公司外币财务报表进行折算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

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股东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外，其他

项目采用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 

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 

现金流量表所有项目均按照现金流量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额作为调节项目，在现金流量表中单独列示“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项目反映。 

由于财务报表折算而产生的差额，在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项目下的“其他综合收益”

项目反映。 

处置境外经营并丧失控制权时，将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项目下列示的、与该境外经

营相关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全部或按处置该境外经营的比例转入处置当期损益。 

7、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方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 

（1）金融工具的确认和终止确认 

本公司于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终止确认： 

①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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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符合下述金融资产转移的终止确认条件。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本公

司（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签订协议，以承担新金融负债方式替换现存金融负债，且

新金融负债与现存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不同的，终止确认现存金融负债，并同

时确认新金融负债。 

以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产，按交易日进行会计确认和终止确认。 

（2）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 

本公司在初始确认时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将金融资产分为以下三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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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且未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A、本公司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B、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

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以摊余成本计量且

不属于任何套期关系的一部分的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在终止确认、按照实

际利率法摊销或确认减值时，计入当期损益。 

②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且未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A、本公司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

产为目标； 

B、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

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

息、减值损失或利得及汇兑损益计入当期损益，其他利得或损失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终止确认时，将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

入当期损益。 

③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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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以摊余成本计量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外，

本公司将其余所有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在初始确认时，为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本公司将部分本应以摊余成本计量

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不可撤销地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包括

利息和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除非该金融资产属于套期关系的一部分。 

但是，对于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本公司在初始确认时将其不可撤销地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该指定在单项投资的基础上作

出，且相关投资从发行方的角度符合权益工具的定义。 

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满足条件的股利收入计入

损益，其他利得或损失及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终止确认时，将之前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 

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指本公司如何管理金融资产以产生现金流量。业务模式

决定本公司所管理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来源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出售金融资产还是

两者兼有。本公司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关键管理人员决定的对金融资产进行管理的

特定业务目标为基础，确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本公司对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进行评估，以确定相关金融资产在特定日期产

生的合同现金流量是否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其中，

本金是指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的公允价值；利息包括对货币时间价值、与特定时期

未偿付本金金额相关的信用风险、以及其他基本借贷风险、成本和利润的对价。此

外，本公司对可能导致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的时间分布或金额发生变更的合同条款

进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满足上述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要求。 

仅在本公司改变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时，所有受影响的相关金融资产在业务模式

发生变更后的首个报告期间的第一天进行重分类，否则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后不得进

行重分类。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

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因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而产生的、未包含或不考虑重大融资

成分的应收账款，本公司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3）金融负债分类和计量 

本公司的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对于未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其初始确认金额。 

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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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初始确认

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对于此类金融负债，按

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以及与该等金融负债相关

的股利和利息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②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终止确认或摊销产生的利

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③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 

金融负债，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负债： 

A、向其他方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B、在潜在不利条件下，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C、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非衍生工具合同，且企业根据该合同

将交付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D、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合同，但以固定数量的自身
权益工具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衍生工具合同除外。 

权益工具，是指能证明拥有某个企业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剩余权益的合同。 

如果本公司不能无条件地避免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来履行一项合同义务，则该

合同义务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 

如果一项金融工具须用或可用本公司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需要考虑用于结算该工

具的本公司自身权益工具，是作为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替代品，还是为了使该工具

持有方享有在发行方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余权益。如果是前者，该工具是本

公司的金融负债；如果是后者，该工具是本公司的权益工具。 

（4）衍生金融工具及嵌入衍生工具 

本公司衍生金融工具包括远期外汇合约。初始以衍生交易合同签订当日的公允价值进

行计量，并以其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为正数的衍生金融工具确认为一项

资产，公允价值为负数的确认为一项负债。因公允价值变动而产生的任何不符合套期

会计规定的利得或损失，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对包含嵌入衍生工具的混合工具，如主合同为金融资产的，混合工具作为一个整体适

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如主合同并非金融资产，且该混合工具不是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进行会计处理，嵌入衍生工具与该主合同在经济特征及风
险方面不存在紧密关系，且与嵌入衍生工具条件相同，单独存在的工具符合衍生工具

定义的，嵌入衍生工具从混合工具中分拆，作为单独的衍生金融工具处理。如果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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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时或后续的资产负债表日对嵌入衍生工具进行单独计量，则将混合工具整体指

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5）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见附注三、8。 

（6）金融资产减值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A、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B、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款项和债权投资； 

C、《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定义的合同资产； 

D、租赁应收款； 

E、财务担保合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

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除外）。 

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信
用损失，是指本公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

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 

本公司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

息，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现金流量之

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本公司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分别进行计量。金融工具自初始

确认后信用风险未显著增加的，处于第一阶段，本公司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

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

的，处于第二阶段，本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

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本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

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本公司假设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

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是指因金融工具整个预计存续期内所有可能发生的违约事

件而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是指因资产负债表日后 12 个

月内（若金融工具的预计存续期少于 12 个月，则为预计存续期）可能发生的金融工具

违约事件而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是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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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本公司需考虑的最长期限为企业面临信用风险的最长合同期

限（包括考虑续约选择权）。 

本公司对于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以及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按照其未扣除

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对于处于第三阶段的金融工具，按照

其账面余额减已计提减值准备后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对于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始终按照

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

征对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划分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

据如下： 

A、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组合 1：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票据组合 2：商业承兑汇票 

B、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组合 1：应收其他客户 

 应收账款组合 2：母公司合并范围内各公司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组合：产品销售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票据，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

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

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

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

期信用损失。 

其他应收款 

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

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其他应收款组合 1：应收其他款项 

 其他应收款组合 2：母公司合并范围内各公司的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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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本公司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

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长期应收款 

本公司的长期应收款包括应收分期收款销售商品款、应收分期收款提供劳务款等款

项。 

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分期收款销售商品款、应收分期收款提供劳务款划分

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其他长期应收款组合：应收其他款项 

对于应收分期收款销售商品款、应收分期收款提供劳务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

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

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除应收分期收款销售商品款、应收分期收款提供劳务款之外的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

款和长期应收款，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 

对于债权投资和其他债权投资，本公司按照投资的性质，根据交易对手和风险敞口的

各种类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

期信用损失。 

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评估 

本公司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

风险，以确定金融工具预计存续期内发生违约风险的相对变化，以评估金融工具的信

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  

在确定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显著增加时，本公司考虑无须付出不必要的额外成

本或努力即可获得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本公司考虑的信息包

括： 

 债务人未能按合同到期日支付本金和利息的情况；  

 已发生的或预期的金融工具的外部或内部信用评级（如有）的严重恶化；  

 已发生的或预期的债务人经营成果的严重恶化；  

 现存的或预期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变化，并将对债务人对本公司的还

款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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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金融工具的性质，本公司以单项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评估信用风险是

否显著增加。以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进行评估时，本公司可基于共同信用风险特征对

金融工具进行分类，例如逾期信息和信用风险评级。 

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评估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是否已发生信用减值。当对金融资产预期未来现金流量具

有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发生时，该金融资产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证据包括下列可观察信息： 

 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重大财务困难；  

 债务人违反合同，如偿付利息或本金违约或逾期等；  

 本公司出于与债务人财务困难有关的经济或合同考虑，给予债务人在任何其他情

况下都不会做出的让步；  

 债务人很可能破产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发行方或债务人财务困难导致该金融资产的活跃市场消失。  

预期信用损失准备的列报 

为反映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的变化，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

量预期信用损失，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应当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

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损失准备抵减该金融资产在资产负

债表中列示的账面价值；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

资，本公司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其损失准备，不抵减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核销 

如果本公司不再合理预期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则直接减记该

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这种减记构成相关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

本公司确定债务人没有资产或收入来源可产生足够的现金流量以偿还将被减记的金

额。但是，按照本公司收回到期款项的程序，被减记的金融资产仍可能受到执行活动

的影响。 

已减记的金融资产以后又收回的，作为减值损失的转回计入收回当期的损益。 

（7）金融资产转移 

金融资产转移，是指将金融资产让与或交付给该金融资产发行方以外的另一方（转入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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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金

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终止确认该金融资

产。 

本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分别下列

情况处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确认产生的资产和负

债；未放弃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按照其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

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8）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当本公司具有抵销已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法定权利，且目前可执行该种法定权

利，同时本公司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时，金融资

产和金融负债以相互抵销后的金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除此以外，金融资产和金融

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不予相互抵销。 

8、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
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 

本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假定出售资产或者转移负债的有序交易在相

关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进行；不存在主要市场的，本公司假定该交易在相关资产或

负债的最有利市场进行。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是本公司在计量日能够进入的交

易市场。本公司采用市场参与者在对该资产或负债定价时为实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所

使用的假设。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本公司采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

值。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本公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但在有限的

情况下，本公司利用初始确认日后可获得的关于被投资方业绩和经营的所有信息，判

断成本能否代表公允价值。成本可代表相关金融资产在该分布范围内对公允价值的最

佳估计的，以该成本代表其在该分布范围内对公允价值的恰当估计。 

以公允价值计量非金融资产的，考虑市场参与者将该资产用于最佳用途产生经济利益

的能力，或者将该资产出售给能够用于最佳用途的其他市场参与者产生经济利益的能

力。 

本公司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优

先使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可观察输入值无法取得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况

下，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在财务报表中以公允价值计量或披露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

有重要意义的最低层次输入值，确定所属的公允价值层次：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

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第二层次输入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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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第三层次输入值，

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进行重新评估，以确定是否在公允价值计量层次之间发生转换。 

9、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包括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本公司能够对被投

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为本公司的联营企业。 

（1）初始投资成本确定 

形成企业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合并日

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份额作为投资

成本；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合并成本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的投资成本。 

对于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实际支付的

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发行权益性证
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2）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方法 

对子公司的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除非投资符合持有待售的条件；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除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对价中包含的已宣

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外，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为

投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

整，差额计入投资当期的损益。 

采用权益法核算时，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按

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享有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

变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在确认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时，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

值为基础，并按照本公司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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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的，

在转换日，按照原股权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初

始投资成本。原股权于转换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以及原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  

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处置后的

剩余股权在丧失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之日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进行会计处理，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原股权投资

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采用与被投资单

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原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所有者

权益变动转入当期损益。 

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的，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

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权益法核算，并对该剩余股权视同

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不能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

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
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其在丧失控制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 

因其他投资方增资而导致本公司持股比例下降、从而丧失控制权但能对被投资单位实

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按照新的持股比例确认本公司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因

增资扩股而增加净资产的份额，与应结转持股比例下降部分所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原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然后，按照新的持股比例视同自取得投资时即采

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 

本公司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

于本公司的部分，在抵销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但本公司与被投资单位发生的未实现

内部交易损失，属于所转让资产减值损失的，不予以抵销。 

（3）确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依据 

共同控制，是指按照相关约定对某项安排所共有的控制，并且该安排的相关活动必须

经过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一致同意后才能决策。在判断是否存在共同控制时，首先判

断是否由所有参与方或参与方组合集体控制该安排，其次再判断该安排相关活动的决

策是否必须经过这些集体控制该安排的参与方一致同意。如果所有参与方或一组参与

方必须一致行动才能决定某项安排的相关活动，则认为所有参与方或一组参与方集体

控制该安排；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组合能够集体控制某项安排的，不构

成共同控制。判断是否存在共同控制时，不考虑享有的保护性权利。 

重大影响，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

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在确定能否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

大影响时，考虑投资方直接或间接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表决权股份以及投资方及其他方

持有的当期可执行潜在表决权在假定转换为对被投资方单位的股权后产生的影响，包

括被投资单位发行的当期可转换的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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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有待售的权益性投资 

对于未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的剩余权益性投资，采用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 

已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不再符合持有待售资产分

类条件的，从被分类为持有待售资产之日起采用权益法进行追溯调整。 

（5）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对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计提资产减值的方法见附注三、10。 

10、资产减值 

对子公司、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资产减值，按以下方法确定： 

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本公司将

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

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进行减值

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本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
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

额。资产组的认定，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

现金流入为依据。 

当资产或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本公司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

金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11、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 

无。 

四、税项 

本公司是豁免公司，开曼群岛税务豁免法规定开曼豁免公司是不需要向开曼政府缴纳

任何税，因此本公司免征企业所得税。 

五、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以下注释项目（含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除非特别指出，“期初”指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末”指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期”指 2020 年度 1-9 月份，“上期”指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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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资金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外币金额 折算率 人民币金额 外币金额 折算率 人民币金额 

库存现金： -- -- -- -- -- -- 

银行存款： -- -- 39,699,446.52 -- -- 214,423,814.05 

港币 33.43  0.87872  29.38   33.40  0.89578  29.92 

美元 5,829,491.07 6.81010  39,699,417.14  30,736,473.17 6.97620  214,423,784.13 

合  计   39,699,446.52   214,423,814.05 

  其中：存放

在境外的款

项总额 

  39,699,446.52   214,423,814.05 

2、其他应收款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应收款 18,963.04 19,428.55 

合  计 18,963.04  19,428.55 

（1）其他应收款 

①按账龄披露 

账 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1 年以内 0.00 0.00 

1 至 2 年 18,963.04 19,428.55 

小 计 18,963.04 19,428.55 

减：坏账准备 0.00 0.00 

合 计 18,963.04 19,428.55 

②按款项性质披露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关联企业往来 18,963.04 19,428.55  

合  计 18,963.04 19,4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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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期末，处于第一阶段的坏账准备： 

类别 账面余额 

未来 12个月
内的预期信

用损失率(%)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理由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0.00  0.00  0.00  0.00   

母公司合并范围内各公司的

其他应收款 18,963.04  0.00  0.00  18,963.04  可以收回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0.00 0.00 0.00 0.00 -- 

合 计 18,963.04   0.00  0.00  18,963.04   

④按欠款方归集的其他应收款年末余额前五名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款项性

质 

其他应收款 

年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年

末余额合计数的

比例(%) 

坏账准备 

年末余额 

Livz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关联方

往来 
18,963.04 1-2年 100.00  0.00 

合  计 -- 18,963.04 -- 100.00  0.00  

⑤本公司无因金融资产转移而终止确认的其他应收款。 

⑥本公司无转移其他应收款且继续涉入形成的资产、负债金额。 

3、长期股权投资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对子公司投资 1,477,357,644.15  0.00 1,477,357,644.15  1,303,663,932.90 0.00 1,303,663,932.90 

合  计 1,477,357,644.15  0.00 1,477,357,644.15  1,303,663,932.90 0.00 1,303,663,932.90 

 

（1）对子公司投资 

被投资单位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

减少 
期末余额 

本期计提

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 

期末余额 

丽珠生物科技

香港有限公司 
1,303,663,932.90  173,693,711.25  0.00  1,477,357,644.15  0.00  1,477,357,644.15  

合  计  1,303,663,932.90  173,693,711.25  0.00  1,477,357,644.15  0.00  1,477,357,6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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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应付款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应付款 7,577.37   7,759.40  

合  计 7,577.37  7,759.40 

5、实收资本 

股东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股本金额 比例% 股本金额 比例% 

Joincare Pharmaceutical Group 

Industry Co., Ltd. 

3,081.23  39.30 0.00 0.00 3,081.23  39.30 

Livz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4,759.55  60.70 0.00  0.00  4,759.55  60.70 

合    计 7,840.78  100.00 0.00  0.00  7,840.78  100.00 

6、其他权益工具 

发行在

外的金

融工具 

2019.12.31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0.9.30 

数量 账面价值 数量 账面价值 数量 
账面价

值 
数量 账面价值 

优先股 12,500,000 314,490,530.65  0.00 0.00 0.00 0.00 12,500,000 314,490,530.65  

合  计  12,500,000 314,490,530.65  0.00 0.00 0.00 0.00 12,500,000 314,490,530.65  

7、资本公积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其他资本公积 1,175,188,668.79  0.00 0.00 1,175,188,668.79  

合  计 1,175,188,668.79  0.00 0.00 1,175,188,668.79  

8、其他综合收益 

项   目 
期初余额 

（1） 

期年发生额 

期末余额 

（3）=（1）+

（2） 
本期所得税前

发生额 

减：前期计
入其他综合

收益当期转
入损益 

减：所得

税费用 

税后归属于母

公司（2） 

税后归属
于少数股

东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21,983,950.64  -1,200,386.14  0.00  0.00  -1,200,386.14  0.00  20,783,564.50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1,983,950.64  -1,200,386.14  0.00  0.00  -1,200,386.14  0.00  20,783,5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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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合计 21,983,950.64  -1,200,386.14  0.00  0.00  -1,200,386.14  0.00  20,783,564.50  

9、未分配利润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提取或分配

比例 

调整前 上年末未分配利润 6,428,425.24  -58,682.97  -- 

调整 年初未分配利润合计数（调增+，调减-） 0.00  0.00  -- 

调整后 年初未分配利润 6,428,425.24  -58,682.97  -- 

加：本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9,446.38  6,487,108.21  --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0.00  0.00  10% 

年末未分配利润 6,597,871.62  6,428,425.24  -- 

10、管理费用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审计及信息披露费 0.00 178,700.19  

合  计 0.00 178,700.19 

11、财务费用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利息支出 0.00 0.00 

减：利息收入 714,618.20  7,901,650.53  

汇兑损益 471,856.15  1,068,936.28  

手续费及其他 73,315.67  166,905.85  

合  计 -169,446.38 -6,665,808.40 

12、现金流量表项目注释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利息收入 714,618.20  7,901,650.53  

合  计 714,618.20  7,901,650.53  

（2）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利息费用 73,315.67  166,905.85  

管理费用支付的现金 0.00 178,700.19  



Livzon Biologics Limited 

财务报表附注 

2020 年度 1-9月份（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24 

资金往来 0.00 48,003.49  

合  计 73,315.67  393,609.53  

13、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1）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69,446.38  6,487,108.21  

加：资产减值损失 0.00  0.00  

    信用减值损失 0.00  0.00  

固定资产折旧 0.00  0.00  

无形资产摊销 0.00  0.0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0.00  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收益以“－”号填列） 

0.00  0.00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0.00  0.00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0.00  0.00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471,856.15  1,068,936.28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0.00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0.00  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0.00  0.00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0.00  0.00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0.00 -19,312.55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0.00 -28,690.94  

其他 0.00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1,302.53  7,508,041.00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0.00  0.00  

债务转为资本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0.00  0.00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0.00  0.00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39,699,446.52  214,423,814.05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14,423,814.05  331,403,953.73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0.00  0.00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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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4,724,367.53  -116,980,139.68  

 

（2）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项  目 年末数  年初数 

1. 一、现金 39,699,446.52   214,423,814.05 

2. 其中：库存现金 0.00  0.00  

3.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39,699,446.52   214,423,814.05 

4.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0.00  0.00 

5. 二、现金等价物 0.00  0.00  

6. 其中：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 0.00  0.00  

7. 三、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9,699,446.52   214,423,814.05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不含本公司使用受限制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本公司的母公司情况 

母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

比例% 

表决权

比例% 

Livz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开曼 开曼 投资 USD5万元 55.13 55.13 

2、本公司的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法人类别 主要经营

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

例% 

表决权比

例% 
取得方式 

丽珠生物科技

香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有限公司 香港 香港 投资 

HKD0.04万元

+RMB60,000万元 
100.00 100.00 设立 

3、本公司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丽珠（香港）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4、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关联方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Livz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18,963.04 0.00   19,428.55  0.00  

其他应收款小计 18,963.04 0.00   19,428.5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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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付关联方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其他应付款 丽珠（香港）有限公司 7,577.37 7,759.40 

其他应付款小计 7,577.37 7,759.40 

 

七、承诺及或有事项 

1、重要的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止，本公司无需披露的重大承诺事项。 

2、或有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止，本公司无需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八、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报告日止，本公司无需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九、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止，本公司无其他需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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