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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4                        证券简称：ST 生物                                公告编号：2021-007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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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生物 股票代码 0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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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勇  

办公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3号财信大厦 13楼  

传真 0731-85196144  

电话 0731-85196775  

电子信箱 chenyong@nhbio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生物医药”和“节能环保”两个板块的业务。  

 

公司“生物医药”板块业务包括干细胞储存及技术服务、干细胞治疗研究等，主要通过子公司湖南博爱康民干细胞组织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湖南爱世为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湖南南华爱世普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司具体运营；公司“节能环

保”板块业务包括对外开展EMC合同能源管理业务、BT业务和相关产品的销售以及污水处理业务，主要通过控股公司城光（湖

南）节能环保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具体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医药”板块营业收入9,780.70万元，同比上年度减少109.78万元，同比下降1.11%；公司“节能环保”板块

营业收入7,775.80万元，同比去年增加4,250.23万元，同比增长1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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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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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75,564,990.41 134,160,531.96 30.86% 95,381,71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54,550.92 18,806,368.87 -56.64% -35,188,30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54,615.66 -28,259,668.09 120.01% -34,644,77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220,871.68 14,522,362.74 -1,526.91% -15,187,479.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00%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00%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26% -1,890.55% 1,926.81% -489.8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556,140,141.52 268,330,903.67 107.26% 342,705,74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568,530.39 18,413,979.47 44.28% -10,250,391.2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507,279.73 23,530,338.58 62,619,419.35 70,907,95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0,061.19 -490,088.52 -1,405,720.31 11,650,42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64,162.31 -2,574,616.59 -1,737,997.01 11,531,39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2,165.50 578,761.46 -5,700,218.34 -200,367,249.3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49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12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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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财信产

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58% 79,701,6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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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平大宗

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3% 35,600,000 0 质押 35,600,000 

重庆信三威投

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昌盛

二号私募基金 

其他 9.64% 30,022,162 0   

吕丽仙 境内自然人 1.14% 3,542,700 0   

深圳霖泽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7% 3,030,000 0 质押 100,000 

陈昇 境内自然人 0.95% 2,966,352 0   

林亚圆 境内自然人 0.80% 2,500,000 0   

陈慧 境内自然人 0.80% 2,480,300 0   

叶超英 境内自然人 0.79% 2,472,501 0   

郑汉朝 境内自然人 0.65% 2,022,70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十名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郑汉朝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1,125,201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897,5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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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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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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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主业，通过精耕细胞检测制备及储存业务，有效拓展医疗器械及耗材销售业务，同时积极

拓展污水处理和城市集中供暖等节能环保业务，努力扩增业务规模，逐步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发展稳中向好。 

2020年度，公司营业收入17,556.50万元，同比增长30.86%；归母净利润815.46万元，同比下降56.6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565.46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收入结构方面，生物医药板块占比相对下降，主要因为上年处置子公司远泰生物，本期合并层面减少远泰生物数据。报告期

内细胞储存及检测服务收入同比2019年增长幅度超过49%，节能环保板块产能逐渐修复，在城市集中供热节能上取得进展，

同时尝试开拓污水处理等增量业务。 

盈利能力方面，经过近几年的市场培育和市场宣传，公司影响力、市场占有率和收入水平得到发展，盈利能力有所提升，但

受起步晚、收入规模小的影响，公司整体盈利水平亟需提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节能产品销售收

入 
47,509,548.79 6,949,863.91 14.63% 288.32% 307.77% 0.70% 

EMC 及工程建

设 
27,315,175.12 4,659,525.11 17.06% 38.87% -43.03% -24.52% 

细胞储存及检测 76,931,352.05 69,360,845.33 90.16% 49.67% 58.02% 4.77% 

生物医药相关产

品销售 
20,875,614.90 18,036,545.03 86.40% 271.06% 646.35% 1.0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17,556.50万元，同比增长30.86%，营业成本7,808.33万元，同比增长57.1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815.46万元，同比下降56.6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565.46万元，同比减亏实现扭亏为盈。

本期公司营业收入增加主要原因系：①干细胞业务持续增长，干细胞业务收入同比上期增加2,552.91万元，增长49.67%；②

公司有效拓展了医疗器械及耗材销售业务，全年按净额法确认收入1,821.82万元;③节能环保业务同比上年增加120.55%。报

告期营业成本为7,808.33万元，同比增长57.17%，主要系营业成本随着收入增加而增长，受节能环保业务毛利率下降影响，

营业成本增长率大于收入增长率。 

报告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565.46万元，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系上年度公司盈利主要来源于处置

远泰生物股权获得的投资收益，该部分投资收益为非经常性损益，扣除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负；本期公司利润则主要

来源于各主营业务板块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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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

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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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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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37,432,846.11 -188,205.18 37,244,640.93 

合同资产  188,205.18 188,205.18 

预收款项 39,127,072.03 -39,127,072.03  

合同负债  36,912,332.10 36,912,332.10 

其他流动负债  2,214,739.93 2,214,73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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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增新设三级子公司湖南湘江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城邑新能源有限公司和湖南城光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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