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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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苏恩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倪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倪文保证一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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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1,985,607.43 2,699,983,947.97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872,580,215.21 1,837,985,536.40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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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22,523.50 -46,904,908.02 1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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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980,165.77 148,162,241.23 8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2,660,788.00 43,247,242.43 4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3,620,581.70 36,232,783.46 75.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35 2.63 增加 27.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2 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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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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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4,0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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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0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148,462.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49,649.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7,004.90  

所得税影响额 -387,991.92  

合计 -959,7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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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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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恩本 102,893,008 39.52 0 质押 11,350,000 
境内自然

人 

云南爱基商务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11,336,399 4.35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

组合 
8,999,906 3.46 0 无  其他 

华泰紫金（江苏）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669,266 2.56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许兴德 5,938,953 2.28 0 质押 1,870,000 
境内自然

人 

苏恩奎 3,011,501 1.16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725,065 1.05 0 无  国有法人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保险产

品 

2,156,004 0.83 0 无  其他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00,000 0.77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739,349 0.67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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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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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苏恩本 102,893,008 人民币普通股 102,893,008 

云南爱基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1,336,399 人民币普通股 11,336,399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8,999,906 人民币普通股 8,999,906 

华泰紫金（江苏）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6,669,266 人民币普通股 6,669,266 

许兴德 5,938,953 人民币普通股 5,938,953 

苏恩奎 3,011,501 人民币普通股 3,011,501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25,065 人民币普通股 2,725,065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

险产品 
2,156,004 人民币普通股 2,156,00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39,349 人民币普通股 1,739,3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苏恩本、苏恩奎、云南爱基商务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苏恩本与苏恩奎为兄弟关系，苏恩

本为云南爱基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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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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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资产负债利润及现金流量表变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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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理财情况：2020年 4月 15日，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下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类事项之日止，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通过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委托理财，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中低风险型短期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国债逆回购等投资产品，在上述额度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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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循环投资，资金滚动使用。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

期理财余额 12,218.32 万元，报告期内累计产生的理财收益为 192.29万元。 

（2）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证券投资情况：2020 年 8月 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在不影响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投资范围主要为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募基

金、私募基金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资产管理计划、公募基金以及私募证券基金等。

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投资、滚动使用。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证券投资未到期余额 39,935.07万元，报告期内累计产生的收益为 133.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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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苏恩本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