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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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熊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宝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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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2,401,128.61 7,997,409,506.14 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58,509,280.39 5,827,808,532.40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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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613,641.51 -353,500,1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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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115,584.67 172,039,232.78 83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7,321,280.11 -229,358,7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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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029,159.23 -219,573,958.0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4 -8.0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9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27.90 126.31 减少 98.4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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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1,5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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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59,002.6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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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735,465.90 

所得税影响额 -243,071.49 

合计 16,292,1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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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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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182,743,430 20.94 0 0 未知 - 未知 

熊俊 87,252,968 10.00 87,252,968 87,252,968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上海檀英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6,590,000 8.78 76,590,000 76,590,000 无 0 其他 

苏州瑞源盛本

生物医药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3,584,000 5.00 43,584,000 43,584,000 无 0 其他 

熊凤祥 41,060,000 4.71 41,060,000 41,060,00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珠海高瓴天成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25,200,000 2.89 25,200,000 25,200,000 无 0 其他 

黄菲 22,590,036 2.59 22,590,036 22,590,036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周玉清 21,680,800 2.48 21,680,800 21,680,80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乔晓辉 16,500,000 1.89 16,500,000 16,500,00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王树君 15,814,256 1.81 15,814,256 15,814,256 无 0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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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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182,743,43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82,743,43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772,849 人民币普通股 2,772,849 

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15,829 人民币普通股 2,115,82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78,768 人民币普通股 2,078,768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314,989 人民币普通股 1,314,98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909,324 人民币普通股 909,324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45,982 人民币普通股 845,982 

全国社保基金——七组合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上证科创板 50 成

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597,446 人民币普通股 597,44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上证科创板 50 成

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562,800 人民币普通股 562,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熊凤祥和熊俊为父子关系，是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熊俊、熊凤祥与苏州瑞源盛本生物医药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源盛本”）、周玉清为一致行动

关系；熊俊持有瑞源盛本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前海源本的 40%股权；

周玉清持有瑞源盛本 5.1%的合伙份额。 

除上述说明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

客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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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 
变动分析 

应收票据 197,163,112.89 74,115,760.11 166.02 
应收票据增长主要系票据结

算金额增长 

预付账款 354,739,399.39 258,178,283.57 37.40 

预付账款增长主要因业务增

长而增加的预付原物料采购

款和预付服务费 

其他应收款 52,703,584.86 22,840,431.36 130.75 

其他应收款增长主要系报告

期内新增应收合作方的合作

项目共摊款项 

其他流动资产 43,334,397.60 21,293,154.01 103.51 
其他流动资产增长主要系报

告期内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166,993,686.02 66,171,419.68 152.37 
长期股权投资增长主要系对

联营公司的投资 

使用权资产 78,063,054.19 55,169,735.03 41.50 
使用权资产增长主要系新增

办公场地租赁 

长期待摊费用 22,063,563.27 13,236,525.11 66.69 
长期待摊费用增加主要系新

增办公场地的装修费 

递延所得税资

产 
39,632,669.79 26,112,859.60 51.77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长主要系

可抵扣亏损的增加 

合同负债 84,262,426.66 43,142,036.14 95.31 
合同负债增长主要系预收客

户款项的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35,102,302.09 205,025,983.28 -34.10 
应付职工薪酬下降主要系报

告期内支付2020年年终奖 

租赁负债 56,179,603.69 30,991,342.99 81.28 
租赁负债增长主要系新增办

公场地租赁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1-3月） 

2020年第一季度

（1-3月） 

变动比

例（%） 
变动分析 

营业收入 1,615,115,584.67 172,039,232.78 838.81 

营业收入增长主要系报告期内

新增特许权收入、技术许可收入

（含Coherus BioSciences, Inc.因

特瑞普利单抗合作项目支付的

首付款） 

营业成本 280,491,327.58 18,194,776.33 1,441.60 营业成本增长主要系新增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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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收入及技术许可收入所致 

销售费用 268,419,849.01 91,081,702.27 194.70 

销售费用增长主要系商业化推

广力度加大，以及一线推广人员

的扩充而带来的费用增长 

管理费用 164,844,271.34 57,515,569.24 186.61 

管理费用增长主要系经营规模

扩大、组织架构扩张带来的费用

增长 

研发费用 450,649,443.76 217,301,553.90 107.38 

研发费用增长主要系研发管线

的扩充、研发进度的推进以及合

作研发项目的投入而带来的费

用增长 

财务费用 -10,394,953.69 -3,202,822.88 不适用 
财务费用减少主要系境外往来

款造成的汇兑收益 

其他收益 22,477,472.48 370,208.48 5,971.57 
其他收益增长主要系新增政府

补助 

投资收益 -12,177,733.64 -3,878,490.25 不适用 

投资收益减少主要系投资的公

司前期研发投入大，计提投资损

失相应增加 

所得税费用 83,995,189.81 6,816,327.21 1,132.26 
所得税费用增长主要系境外技

术许可收入代扣代缴的所得税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1-3月） 

2020年第一季度

（1-3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分析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9,613,641.51 -353,500,138.36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增长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入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89,544,165.73 -116,985,844.92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减少主要系购建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以及投资支付的现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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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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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7 / 7 

 

 

 

公司名称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熊俊 

日期 2021 年 4 月 29 日 

 

 


	OLE_LINK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