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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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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考虑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拟以 2021年 4月增发新股后总股本 1,373,174,61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元(含税)，分红总金额 137,317,461.50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坛生物 60016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慈翔 田博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路乙2号院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路乙2号院 

电话 010-65439720 010-65439720 

电子信箱 ttswdb@sinopharm.com ttswdb@sinopharm.com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营业务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以健康人血浆、经特异免疫的人血浆为原材料和采用基因重组技术研

发、生产血液制品，开展血液制品经营业务。在研和在产品种包括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凝血因

子等血液制品。 

（二） 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人免疫球蛋白、乙型肝炎人免疫

球蛋白、冻干静注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pH4）、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等。 

1、 人血白蛋白：系由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分离纯化，并经加温灭活病毒后

制成。该产品仅供静脉输注，主要用于：（1）治疗失血、创伤和烧伤等引起的休克。（2）治疗

脑水肿及损伤引起的颅压升高。（3）治疗肝硬化及肾病引起的水肿或腹水。（4）预防和治疗低



蛋白血症。（5）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6）用于心肺分流术、烧伤及血液透析的辅助治疗

和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 

2、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系由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分离纯化，去除抗

补体活性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制成。主要用于治疗原发性免疫球蛋白G缺乏症，如X联锁低免

疫球蛋白G血症，常见变异性免疫缺陷病，免疫球蛋白G亚类缺陷病等；治疗继发性免疫球蛋白G

缺陷病，如重症感染，新生儿败血症，婴幼儿毛细支气管炎等；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原发性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川崎病等。 

3、 人免疫球蛋白：系由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分离纯化，并经病毒去除和灭

活处理制成。主要用于预防麻疹和传染性肝炎。若与抗生素合并使用，可提高对某些严重细菌和

病毒感染的干扰。 

4、 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系由含高效价乙型肝炎表面抗体的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

白分离法分离纯化，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制成。主要用于乙型肝炎的预防。适用于：乙型肝

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的母亲所生的婴儿；意外感染的人群；与乙型肝炎患者和乙型肝炎病毒

携带者密切接触者。 

5、 冻干静注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pH4）：系由含高效价乙型肝炎表面抗体的健康人血浆，

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分离纯化，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制成。本品与拉米夫定联合使用，预

防乙型肝炎相关肝脏疾病的肝移植术后患者再感染乙型肝炎病毒。 

6、 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系由含高效价破伤风抗体的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

分离纯化，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制成。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破伤风，尤其适用于对破伤风抗

毒素(TAT)有过敏反应者。 

7、 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系由含髙效价狂犬病抗体的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

或经批准的其他分离法分离纯化，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制成。该产品仅供肌内注射，临床上

主要用于被狂犬或其他携带狂犬病毒动物咬伤、抓伤患者的被动免疫。 

8、 组织胺人免疫球蛋白：系由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分离纯化，并经病毒去

除和灭活处理的人免疫球蛋白与磷酸组织胺配制、冻干制成。该产品仅供肌内注射，临床上主要

用于预防和治疗支气管哮喘、过敏性皮肤病、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 

9、 人凝血因子Ⅷ：系由徤康人血浆，经分离、提纯，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冻干制成。

本品对缺乏人凝血因子Ⅷ所致的凝血机能障碍具有纠正作用，主要用于防治甲型血友病、获得性

因子Ⅷ抑制物增多症和获得性凝血因子Ⅷ缺乏而致的出血症状及这类病人的手术出血治疗。 

10、 人纤维蛋白原：系由健康人血浆，经分离、提纯，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冻干制成。

该产品仅供静脉输注，临床上主要用于防治先天性或获得性纤维蛋白原减少或缺乏症人群导致的

出血症状和凝血障碍。 

11、人凝血酶原复合物：系由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分离纯化，并经病毒去除

和灭活处理、冻干制成。该产品仅供静脉输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先天性或获得性凝血因子Ⅱ、

Ⅶ、Ⅸ、Ⅹ缺乏的乙型血友病和凝血因子Ⅱ、Ⅶ、Ⅸ、Ⅹ缺乏导致的出血症状。 

（三） 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血液制品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为原料血浆，由公司所属单采血浆站进行采集。根

据《血液制品管理条例》规定，单采血浆站需取得省级卫生部门颁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在

划定的采浆区域内采浆。公司所属营业单采血浆站（分站）依法取得了《单采血浆许可证》。此

外，公司所属单采血浆站均建立了较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覆盖血源登记、健康征询及体格检查、

血浆检验、血浆采集、血浆贮存、后勤管理等执业全过程，并建立了严格的血浆储存、运输制度，

负责对各单采血浆站采集血浆的运输管理。 

血浆以外的采购主要以物资需求计划（MRP）采购模式为主，定期订货采购模式为辅。MRP

采购模式是利用 SAP 软件，根据生产计划和库存情况确定零配件、原材料等采购计划，满足常规



生产及日常工作需要。 

生产模式：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血浆进行逐份复检，包括对病毒的核酸、病毒标志物的

检测，血浆质量符合现行版《中国药典》三部要求。此外，公司对检测合格的血浆实施检疫期管

理，以保证用于投料的原料血浆病毒安全性符合要求。每批原料血浆投产使用前，公司均进行质

量评价，满足法规要求并且检测、检疫期管理合格的血浆方可投入生产。公司严格按照经批准的

生产工艺通过血浆投料、组分分离、纯化、病毒灭活、配制及除菌分装等步骤生产相应产品，并

通过自检及批签发后方可上市销售，产品质量符合现行版《中国药典》三部及药品注册标准要求。 

科研模式：公司研发中心统一负责公司及所属企业的研发工作，采用集中研发、分散注册的

科研模式，以自主研发为主，合作开发相结合的方式，整合内外部资源，并在内部进行研发技术

和成果的共享。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药品研发和临床试验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持续推动

血源类和基因重组类血液制品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 

销售模式：国内市场的销售模式主要是公司将产品通过配送商销往各级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

等终端客户。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参与各省、市、地级市的政府采购招标，在招标过程中，确定

中标价格，确定区域指定配送商，由配送商承担区域配送职责。 

国外市场的销售模式是公司将产品通过经销商销往国外市场的终端客户，签署购销相关合同，

并完成结算。 

（四） 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血液制品业务，进一步巩固血液制品行业领先地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44,559.49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4.99%；实现净利润 94,307.66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 5.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900.69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4.57%。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营销力度，使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带来销售收入增加以及利润增

加；公司通过加强质量管控，强化生产精细化操作，提高产品收率；通过强化控费降本，深入挖

潜增效，有效推进提质增效工作；通过深化集中采购，降低采购成本等一系列措施控制生产成本，

降低了由于疫情带来的采浆成本、单位生产成本上升等影响，稳定了产品毛利率。 

（五） 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血液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所处的行业为血液制品行业，血液制品主

要指以健康人血液为原料，采用生物学工艺或分离纯化技术制备的生物活性制剂。 

1、 血液制品行业发展阶段： 

最早的血液制品起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是应反法西斯战争前线抢救伤员的需要而诞生的，

被视为重要战略物资。 

在血液制品行业发展过程中，世界范围内陆续发生血制品安全事件，各国政府逐渐加强了监

管，加上企业的兼并重组，全球血液制品企业从上世纪 70 年代的 102 家减少到不足 20 家（不含

中国），其中美国 5 家，欧洲 8 家，且产量前五位的企业市场份额占比为 80%—85%，基本垄断了

世界上血液制品的供应，行业集中度凸显。根据国外血液制品行业的集中过程，可以看出在充分

竞争与较强的监管环境下，产业将不断走向集中，预计我国血液制品行业集中度也将持续加强。 

我国血液制品生产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至今已有近 60 年的历史，开始时生产厂家仅 2-3 家。

上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血浆蛋白的分离工艺开始由盐析法逐步过渡到低温乙醇法，分离技

术也由离心法过渡到压滤法。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血站、各

大军区下属血站及一些科研机构单位也开始生产血液制品，生产厂家总数达到 70 家左右。随着国

家卫生部明令淘汰冻干人血浆的生产和禁止盐析法工艺的使用，大部分小型生产厂家被淘汰。至

1998 年，国家对血液制品行业率先实行 GMP 认证制度，只有通过 GMP 认证的企业才能生产经营

血液制品。自 2001 年起，国家未再批准设立新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截至目前，正常经营的企业

不足 30 家，这些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大多生产规模小、产品结构单一，有超过半数的企业不具备新

开设浆站的资格。 

近年来，大型血液制品公司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使我国血液制品行业集中度得到大幅提

升。目前已形成以天坛生物、上海莱士、华兰生物、泰邦生物等大型血液制品公司为行业龙头的

新局面。由于政府在血制品企业准入上设置了高门槛，血浆综合利用率高的大型公司在设置单采

血浆站方面更有优势，因此预计未来行业竞争的关键在于整合和集中，集团化企业在未来竞争中



的优势将进一步扩大。 

2、 血液制品行业的特点： 

（1）行业壁垒坚固，市场准入条件较高 

政策壁垒： 

国家在血液制品行业准入、原料血浆采集管理、生产经营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监管和限制措

施，具有很高的政策壁垒。 

1996 年 12 月发布的《血液制品管理条例》规定：健康人血浆的采集须通过单采血浆站进行，

而单采血浆站需取得由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才能进行采浆活动，且

在一个采血区域内只能设置一个单采血浆站。 

2012 年，卫生部《关于单采血浆站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卫医政发〔2012〕，要求血液制品

生产企业申请设置新的单采血浆站，其注册的血液制品应当不少于 6 个品种（承担国家计划免疫

任务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不少于 5 个品种），且同时包含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类

制品。确定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注册血液制品品种时，同种成分不同剂型和规格的血液制品应按一

个品种计算，增强了原料血浆采集的源头管理。 

2016 年，卫计委发布《关于促进单采血浆站健康发展的意见》，严格新增单采血浆站设置审

批，向研发能力强、血浆综合利用率高、单采血浆站管理规范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倾斜。因此，

新设单采血浆站难度明显增加。 

技术和资金壁垒： 

随着血液制品的创新和升级换代，特别是一个从单采血浆到血浆组分分离乃至最终无菌制剂

生产全产业链条的技术密集型制药行业，对多达数十个环节的生产和质量稳定性有日益提高的要

求，因而对产品研发、生产技术、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的技术水平、经验积累等综合素质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 

血液制品生产的主要成本来自于的原料血浆和产品研发，生产企业如想降低单位成本以提高

竞争力就必须提高血浆的综合利用率。这一方面要求需具备强大研发能力，开发新产品，以提高

单位血浆提取的产品数量，另一方面，需要不断进行生产工艺优化以提高产品的收率和质量，因

此行业存在比较高的技术壁垒。 

血液制品行业是高投入行业，从单采血浆站设置、血浆采集、产品研发、临床试验、产品生

产到产品实现销售，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设备等资源，同时占用大量流动资金。血液制品生产

使用的厂房、设施以及仓库等必须进行专业化设计，且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经验收合格后才

能投入生产使用，而且血液制品生产所需的专用设备较多，重要仪器设备也价格昂贵，因此具有

较高的资金壁垒。 

品牌和人才壁垒： 

由于血液制品是一种以健康人血浆为原料制成的特殊药品，其质量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患者的

安危，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因此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往往会选择知名度高、质量效果好、品

牌声誉好的产品，一旦形成用药习惯，往往会建立起对该品牌的高度信任。由于品牌树立必须经

过漫长的市场考验，因此新品牌的竞争性介入较为困难。 

血液制品行业也是人才密集型行业，从研究开发、临床试验、生产再到最终的产品销售，需

要大量的高素质、高精尖的人才作为支撑，国际大型血制品企业都有强有力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人才队伍，因此血液制品行业人才壁垒相对较高。 

（2）监管政策严格，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鉴于血液制品的特殊性和极高安全性要求，国家强制要求血液制品的原料采集、检测、存储、

运输、生产、销售等各环节都具有可回溯性的过程记录，实行全链条严格监管。我国的监管部门

对行业采取严格的监管手段，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以保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必须达到《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标准，经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审

查合格后，才可从事血液制品的生产活动。2001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 年）的通知》，国家即开始对血液制品生产企业

实行总量控制。之后，又在 2006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遏制与

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 年）的通知》中重申将继续实行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的总量控制。 

2017 年 12 月 20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修订后的《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办法》，

以加强生物制品监督管理，规范生物制品批签发行为，保证生物制品安全、有效。未通过批签发



的产品，不得上市销售或者进口。 

2019 年 12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开始施行，明确了一定条件下，

允许网络销售处方药，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允许药品上市许可人委托其

他企业进行药品生产和经营工作，但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不得委托生产。 

2020 年 6 月 30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血

液制品附录修订稿的公告》（2020 年第 77 号），对血液制品企业生产管理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

人和质量受权人的资质要求有了提升；要求企业定期开展实验室能力评估，确保实验结果准确、

可靠和检验过程信息记录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可追溯；要求企业对所有投料生产用原料血浆留

样，至血浆投料生产所有产品有效期届满后 1 年；要求原料血浆留样量应当满足规定病毒的核酸、

病毒标志物检测及复测等的用量要求，原料血浆留样使用的容器应当满足留样期间样品保存、信

息标识等的需要。 

我国对进口血液制品同样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1985 年开始国家禁止除人血白蛋白以外的血

液制品的进口，2002 年起禁止从疯牛病疫区进口人血白蛋白。为了缓解凝血因子Ⅷ供应紧张的局

面和满足血友病患者的用药需求，从 2007 年 11 月开始允许进口重组类人凝血因子产品。除此之

外，截至目前未开放其它血液制品的进口。 

3、 公司的行业地位： 

2020 年，公司充分发挥规模、品牌、技术工艺、质量管理、销售渠道、战略目标、管理团队

等各方面优势，通过持续强化生产质量、血源拓展、科技创新、营销队伍建设等工作，进一步增

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始从事血液制品工业化生产的企业之一，血液制品生产历史可追溯至 1966

年，目前共计拥有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人凝血因子等三大类产品，14 个品种、72 个产品

生产文号，生产的血液制品在中国血液制品市场中，占有较大市场份额，拥有质量、规模和品牌

等综合优势。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已建立了科学有效的运营管理机制，在血源管理、人才队伍、

技术研发、生产质量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储备。公司下辖成都蓉生、兰州血制、

上海血制、武汉血制、贵州血制五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生产规模持续保持国内领先地位。 

公司始终视质量如生命，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加强产品及生产过程生物安全、病毒安全防护

与控制，全面实施血浆病毒核酸筛查，保障产品安全；不断加强和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开展质量

体系标准化建设，坚持严把产品质量关，加强质量控制，开展实验室室间比对，持续开展全员质

量管理提升培训，扎实开展质量文化建设活动，推动企业整体质量水平稳步提高，增强企业的市

场核心竞争力。公司所属浆站持续深化浆站质量标准化管理有效性，全面推动信息化建设，并进

一步提升了硬件设施配备，增加了献浆员人脸识别、全自动体检、全自动检测等设备，有效保障

献浆员的健康安全与原料血浆质量。 

公司及各所属企业依托国药集团与各地战略合作背景，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及卫生健康行政主

管部门支持,截至 2020 年底，在营单采血浆站（含分站）数量达 55 家，其中：年内新开业浆站 3

家。公司努力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采、制定实施“一站一策”

绩效考核方案、促进血源发展转型升级等一系列措施提高采浆量，全年共计完成血浆采集 1713.51

吨，采浆规模保持国内领先。 

公司始终认为科研创新是推动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公司拥有百余名从事血浆蛋白产

品研发的科研人员，拥有完善的科研体系，配备有先进的研发设施和设备。近年来，公司不断加

大研发投入，整合内外部研发资源，加强临床研究团队力量，重点强化临床试验过程的质量控制，

全面推进了科研进度和研发质量。公司紧跟国际血液制品消费发展趋势和技术发展趋势，具有明

确的品种开发和技术发展规划，充分考虑和优化产品的产业化布局，集中优势资源，通过内部技

术共享和外部合作开发相结合的方式加快重点品种的上市进程，同时密切关注前瞻性和创新性的

技术研究和潜力品种的储备，提升整体研发水平。 

公司坚定不移推进终端医院网络建设，扩大进入终端的数量和比例，根据医院的学术影响力

对医院进行分类，加强重点区域核心医院的进入和推广工作。2020 年，覆盖终端总数达 25,988

家，同比增长 71.95%，其中药店覆盖 8,803 家，同比增长 75.46%；进入标杆医院 35 家、重点开

发医院 44 家，已基本覆盖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各省市地区主要的重点终端，终端数量持续位居国内



领先地位。 

公司下辖成都蓉生、兰州血制、上海血制、武汉血制、贵州血制五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目

前生产规模设计产能达 2000 吨以上，保持国内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公司为实现可健康持续发展，

成都蓉生在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园区投资新建永安基地，上海血制在云南省滇中新区投资新建云

南基地，兰州血制在兰州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投资新建兰州基地，上述三个血液制品生产基地

设计产能均为 1200 吨，产品包含白蛋白、球蛋白和因子类产品，随着未来逐步建成投产，公司将

拥有三个单厂投浆能力超千吨的血液制品生产基地，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并且将通过内部资源

的调配和共享，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不断提升血液制品业务的经营质量和效益，打造“中国领先、

国际一流”的血液制品专业公司。 

 

三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7,541,051,691.07 6,314,412,345.97 19.43 5,066,970,532.07 

营业收入 3,445,594,865.12 3,281,859,560.77 4.99 2,931,058,728.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39,006,857.10 611,093,849.29 4.57 509,479,066.5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24,258,053.79 609,875,883.94 2.36 505,576,145.7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517,946,100.39 3,938,897,465.00 14.70 3,371,304,990.0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02,109,603.84 642,468,858.66 9.28 677,916,885.4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1 0.49 4.57 0.4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1 0.49 4.57 0.4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5.10 16.72 减少1.62个百分

点 

15.51 

 

（二）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57,747,576.25 797,060,803.93 1,080,988,000.69 809,798,48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1,860,437.89 151,828,962.40 213,156,383.36 142,161,07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128,965,863.19 148,334,963.67 206,221,167.43 140,736,059.50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1,090,869.77 290,160,345.82 118,139,432.20 -107,281,043.9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股本及股东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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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2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4,07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104,456,075 626,736,450 49.96 0 无 0 国有

法人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有限责任公司 

8,080,722 48,484,330 3.87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中小盘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00,046 38,300,070 3.05 0 无 0 未知 

石雯 -11,606,101 25,280,691 2.02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20,799 22,053,058 1.76 0 无 0 未知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万能产品 

21,010,975 21,010,975 1.67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3,135,166 18,810,998 1.50 0 无 0 国有

法人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有限责任公司 

2,176,200 13,057,198 1.04 0 无 0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

组合 

3,232,567 12,373,669 0.99 0 无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蓝筹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99,938 11,000,000 0.88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生

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未知有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二）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四）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4,559.49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4.99%；实现净利润

94,307.6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5.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900.69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4.5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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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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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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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收款项 154,709,200.08 -154,709,200.08  

合同负债  276,023,137.17 276,023,137.17 

其他应付款 347,604,481.65 -129,594,631.20 218,009,850.45 

其他流动负债  8,280,694.11 8,280,694.11 

其他非流动负债 1,240,000.00 2,864,759.60 4,104,759.60 

递延收益 73,549,739.59 -2,864,759.60 70,684,9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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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1)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本公司合并范围内各血制公司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率不一致，为了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适应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经公司董事会八届一次会议决议，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起，统一应收款项账龄组合中预期信用损失率的会计估计，改按如下比例计提： 

账  龄 
应收款项 

预期信用损失率(%) 

1 年以内（含，下同） 5 

1-2 年 20 

2-3 年 50 

3-4 年 60 

4-5 年 80 

5 年以上 100 

(2)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备  注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其他应收款 225,197.19  

2020 年度利润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225,197.19  

净利润 225,158.19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蓉生）、国药集团武汉血液制品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上海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兰州兰生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和山阴蓉生单采血浆有限公司等 58

家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之说明。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