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 7 

 

公司代码：688656                                          公司简称：浩欧博 

 

 

 

 

 

 

 

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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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LI、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淑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韩书

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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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139,544.11 296,410,327.69 16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16,189,609.55 206,387,319.77 247.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45,872.43 -10,450,769.74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0,990,393.72 20,366,266.71 19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36,533.53 -5,333,030.5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83,166.19 -5,431,589.8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 -3.63 增加 6.18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1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0.67 26.78 减少 16.11个百

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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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8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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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762.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3,616.30  

所得税影响额 -10,970.68  

合计 53,367.3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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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

或冻

结情

况 
股东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

量 

海瑞祥天生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35,100,000 55.66 35,100,000 35,100,000 无 0 境外法人 

苏州外润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730,657 12.26 7,730,657 7,730,657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广州市金阖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68,746 3.28 2,068,746 2,068,746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华泰浩欧博家园 1号科

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576,458 2.5 1,576,458 1,576,458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福州泰弘景晖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6,616 1.55 976,616 976,616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725,229 1.15 725,229 788,229 无 0 国有法人 

珠海泰弘景晖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8,665 1.08 678,665 678,665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健康成长主题双

周定期可赎回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525,696 0.83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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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科创板两年定期

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525,455 0.83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平潭建发拾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4,062 0.82 514,062 514,062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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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健康成长主题

双周定期可赎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5,696 人民币普通股 525,69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科创板两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5,455 人民币普通股 525,45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科创板三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1,501 人民币普通股 371,50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优势企业 3年

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361,399 人民币普通股 361,39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基础产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47,199 人民币普通股 347,199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315,176 人民币普通股 315,17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健康产业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9,719 人民币普通股 299,71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消费创新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95,948 人民币普通股 295,948 

林蔚山 271,431 人民币普通股 271,43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232,903 人民币普通股 232,903 

上述股东

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海瑞祥天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苏州外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

致行动人。 

2、福州泰弘景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珠海泰弘景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系由同一资产管理人管理的私募股权基金，资产管理人为上海合弘景晖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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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

债表科目 

本报告期末数 上年度末数 变动比例

（%） 

原因 

货币资金 506,416,822.95 58,815,105.12  761.03  2021年 1月 IPO募集资金到账

4.96亿导致增加。 

预付款项 3,951,714.32 5,404,327.03  -26.88  上年末含前期预支中介机构发

行费 340万，本期已经支付完

毕导致减少。 

其他应收款 8,422,833.55 1,241,150.54  578.63  本期有闲置募集资金大额存单

利息计提导致增加。 

其他流动资

产 

3,059,397.95 541,545.85  464.94  本期预缴企业所得税增加导

致。 

在建工程 48,654,625.57 24,856,910.55  95.74  本期募集资金筹建项目支付成

本增加导致。 

使用权资产 7,731,207.03   本期按照 2021年执行的新租赁

准则调整厂房租赁的原值增加

导致。 

其他非流动

资产 

3,647,076.11 2,080,795.51  75.27  本期仪器设备预付款增加导

致。 

应付账款 5,315,156.22 7,518,738.88  -29.31    

合同负债 5,393,516.41 4,345,024.34  24.13    

应付职工薪

酬 

8,772,751.87 18,702,368.92  -53.09  上年末计提年终奖金，本期末

不用计提年终奖金，因此本期

减少。 

其他应付款 5,879,346.27 4,503,084.25  30.56  本期与经营活动相关的垫支款

项增加导致。 

其他流动负

债 

257,499.12 107,684.24  139.12  本期待转销项税额增加导致。 

长期借款 3,709,131.66 23,982,978.81  -84.53  本期募集资金到账，置换募集

资金已经贷款投入的款项,导

致本期减少。 

租赁负债 7,731,207.03   本期按照 2021年执行的新租赁

准则调整厂房租赁的原值增加

导致。 

实收资本 63,058,328.00 47,293,746.00  33.33  2021年 1月 IPO发行新股导致

本年股本增加。 

资本公积 549,353,940.84 68,652,766.59  700.19  2021年 1月 IPO发行新股导致

本期资本公积增加增加。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7 

 

合并利润表

科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变动比例

（%） 

原因 

营业收入 60,990,393.72 20,366,266.71  199.47  2020年疫情影响导致上期业绩

大幅下滑。 

营业成本 20,635,283.66 7,776,948.25  165.34  2020年疫情影响导致上期业绩

大幅下滑。 

税金及附加 709,522.63 262,543.05  170.25  2021年同期收入增加导致。 

销售费用 13,854,156.14 10,201,977.20  35.80  本期经营活动较上年同期增加 

管理费用 7,034,876.81 3,738,031.39  88.20  本期薪酬增加及上市酒会费

用。 

研发费用 6,508,135.29 5,453,130.12  19.35  本期薪酬增加及研发项目材料

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280,545.96 428,231.74  -34.49  本年度贷款利息减少导致 

其他收益 - 426,300.00  -100.00  上期末有投资法国赛瑞德公司

收益，法国赛瑞德公司已经在

上期处置导致。 

投资收益 2,567,085.16 -  本期募集资金大额存单利息增

加导致。 

信用减值损

失 

- 479,176.64  -100.00  上期应收账款减值准备，本期

没有新增。 

营业外收入 179,145.72 208,603.96  -14.12    

营业外支出 114,807.70 519,792.60  -77.91  上年同期疫情相关捐赠支出较

多 

所得税费用 1,262,762.88 -1,566,525.98 不适用 因为利润增加，本期税金增加。 

合并现金流

量表科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变动比例

（%） 

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445,872.43 -10,450,769.74 不适用 2020年疫情影响导致上期业绩

大幅下滑。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336,693.35 -4,396,057.84 不适用 本期支付 IPO 发行费用 4千万

导致本期减少。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79,469,346.49 1,937,620.40 24645.27% 本期 IPO募集资金 4.96亿到账

导致本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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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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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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试剂产品主要用于过敏、自免疾病的检测，主要使用方为医院和第三方检验机构。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患者对过敏、自免等非急症疾病的检测意愿下降，医院和检测机构

对检测试剂的需求下降。受此影响，2020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7,885.25万元，扣非后净利润

为653.59万元，分别较2019年同期下降37.37%和80.80%，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下滑。2021年，随着

国内疫情形势缓解，医院门诊陆续恢复，就诊量逐步回升，2021年1季度公司营业收入6,099.04

万元，扣非后净利润为1,328.32万元,分别较去年同期上涨199.47%和实现扭亏为盈。鉴于国内疫

情形势缓解，以及伴随疫苗的接种防护，预计公司二季度经营情况会进一步好转，综合2020年1-6

月情况来看，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将会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上述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将会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是公司

基于对新冠疫情形势的乐观估计结果，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和业绩承诺。 

 

 

公司名称 
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JOHN LI 

日期 2021年 4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