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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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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威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董威亚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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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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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359,764.25 22,904,521.61 3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940,295.68 -6,269,305.38 35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88,117.19 -6,243,478.41 48.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882,079.50 -10,407,171.63 -264.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5 -0.0203 353.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5 -0.0203 353.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6% -4.25% 17.8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68,314,774.07 507,416,635.12 3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5,560,819.65 109,620,523.97 14.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75,990.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9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8,533,269.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81,048.18  

合计 19,128,412.8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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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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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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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万方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69% 116,600,000 0 

质押 116,600,000 

冻结 116,600,000 

焦志萍 境内自然人 0.97% 3,000,000 0 无 0 

刘心怡 境内自然人 0.73% 2,273,700 0 无 0 

黄玉瑜 境内自然人 0.51% 1,592,600 0 无 0 

北京中港融鑫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港银润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1,477,300 0 无 0 

王丽琴 境内自然人 0.45% 1,400,200 0 无 0 

王海滨 境内自然人 0.37% 1,136,895 0 无 0 

许家顺 境内自然人 0.36% 1,100,000 0 无 0 

胡锡云 境内自然人 0.35% 1,080,000 0 无 0 

虞辛 境内自然人 0.35% 1,074,400 0 无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6,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600,000 

焦志萍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刘心怡 2,27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3,700 

黄玉瑜 1,59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2,600 

北京中港融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港银润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7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7,300 

王丽琴 1,40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200 

王海滨 1,136,895 人民币普通股 1,136,895 

许家顺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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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云 1,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0,000 

虞辛 1,07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4,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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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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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营业总收入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合计为3,035.98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了32.55%。主要是由于公司新增子公

司哈尔滨铸鼎工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3月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并实现的营业收入。 

2、净利润 

    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94.03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盈利增加了354.26%。主要原因为公司

置出参股子公司成都义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所取得的投资收益。 

3、期间费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财务费用金额为59.38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加了70.68%。主要原因为公司对外借款增加，导致

公司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4、投资收益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投资收益为1,853.32万元。主要为公司置出参股子公司成都义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所

致。 

5、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788.21万元。主要为公司子公司信通网易回款进度放缓以及信通网易经营性现金

流出较大。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27.15万元。主要为公司在本报告期对外投资现金流出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774.47万元。主要为公司对外筹资新增借款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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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哈尔滨铸鼎工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合计40%股权的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1年2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哈尔滨铸鼎工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

资并收购合计40%股权的议案》。公司同意以人民币1,000万元对哈尔滨铸鼎工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铸鼎工

大”）进行增资，并以人民币6,200万元收购邢大伟、王婷、沈亚平、王碧怡持有的铸鼎工大合计36.47%股权（增资前口径），

交易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铸鼎工大40%的股权，成为铸鼎工大的第一大股东。内容详见2021年3月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对哈尔滨铸鼎

工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并购合计4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2021年3月10日，公司已完成第一笔增资款的支付，第一笔老股转让款已支付至80%，完成相关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目前公司持有铸鼎工大40%的股权，取得其控制权，自3月起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容

详见2021年3月1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对哈尔滨铸鼎工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并购合计4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目前铸鼎工大的订单增加显著，正在积极扩大人员招聘和设备订购，全力增加生产能力，力争满足下游快速增长的需求，

并强化其在细分领域内的领先优势。在全力保障铸鼎工大业务发展的同时，公司也将继续沿着军工电子和军工新材料产业链

考察优质企业，寻找新的产业并购整合机会，加快公司军工业务板块的发展速度。预计2021年，公司军工业务收入比重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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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提高。 

2、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万方百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百奥”）于2021年3月9日与北京富亚东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亚东”）、北京亚东生物制药（安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东生物（安国）”或“标的公司”）签订了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根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万方百奥拟收购富亚东持有的亚东生物（安国）不低于15%的股权，

首付款为人民币3,000万元。亚东生物（安国）目前拥有重组乙型肝炎疫苗（CHO细胞）药品文号（两个规格：国药准字S19990072

（10μg/0.5ml）、国药准字S20010009（20μg/1.0ml）），分别用于新生儿（一类）和母婴阻断（二类）的乙肝免疫治疗，目

前两个文号正在进行现场认证前的准备工作。内容详见2021年3月1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2）。 

3、公司控股子公司万方百奥 2021年3月11日与中科院苏州医工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共建“中科院苏

州医工所万方百奥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以技术为牵引、市场需求为目标，合作研发双方认同的高端医疗器械、疫苗

免疫效果评价和第三方检测试剂等相关产品，共同组成一支紧密合作的研发、工程化、产业化团队，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成果和技术。内容详见2021年3月1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4、2021年4月16日，亚东生物（安国）与万方百奥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书》，亚东生物（安国）将涉及其疫苗业务的

生产经营、管理权全部委托于万方百奥行使，委托管理期限为两年，自2021年3月1日起至2023年2月28日止。内容详见2021

年4月1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受托管理CHO细胞重组乙肝疫苗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 

     5、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岳义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由于疫情对市场影响巨大，董事会一致同意岳义丰将股权转让款付款时间延后，并与岳义丰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内容详见2021年3月3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出售参股子公司成都义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6）。 

根据公司与岳义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岳义丰于2021年3月31日完成向公司第一期股权转让款的

第一笔人民币1,000万元的支付，同日当地工商局受理了义幻医疗股权变更申请。2021年4月1日，公司完成对义幻医疗40%

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工商变更后，公司不再持有义幻医疗股权。内容详见2021年4月1日、2021

年4月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出售参股子公司成都义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关于出售参股

子公司成都义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 

6、公司于2020年2月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拟将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信通网易55.30%股权进行转让，并于2020年2

月12日与易刚晓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在完成对信通网易的审计评估后，公司将与易刚晓或其指定的第三方签订正式《股

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关联交易。内容详见2020

年2月1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重大资产重组推进事项较为缓慢，目前，公司预计于2021年度完成该次重大资产出售。 

7、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万方迈捷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乾安祥昊粮食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安祥昊”）于2021

年3月签订《资产转让意向协议书》，并于2021年4月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乾安祥昊拟将位于乾安县安字

镇西下村的仓储用地、地上建筑物（粮库等）及全部机器设备，根据资产评估结果以人民币2,502.75万元转让给万方迈捷。

本次资产过户完成后，将有利于扩大万方迈捷的资产规模，并加速公司以粮库为核心，立足于乾安县大力发展土地托管、粮

食收储和粮食深加工业务的进展，增强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保持公司农业板块业务收入稳健增长，逐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及盈利能力。截至目前，万方迈捷正在推进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的申请工作，并于2021年4月取得了食品生产及经营许可证。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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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 2021 年 02 月 23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信通网易 55.30%股

权的事项 
2020 年 02 月 14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 2021 年 04 月 07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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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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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

情况索引 

2021 年 01 月 13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重组情况 无 

2021 年 03 月 02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增资并收购情况 无 

2021 年 03 月 15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控股子公司签署股

权转让框架协议情况 
无 

2021 年 03 月 18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控股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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