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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56                                                  证券简称：浩欧博 

 

 

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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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 JOHN LI、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韩书艳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88,334,621.36 35.78 235,876,946.48 6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9,675,291.60 51.28 74,756,574.85 9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9,924,298.25 61.38 75,084,813.90 19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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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44,331,460.00 54.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8 14.29 1.22 48.7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8 14.29 1.22 4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99 

减少 6.93个

百分点 
11.05 

减少 11.85个

百分点 

研发投入合计 7,991,320.76 36.95 20,831,586.19 20.5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9.05 

增加 0.08个

百分点 
8.83 

减少 3.18个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变动幅度(%) 

总资产 840,842,239.76 296,410,327.69 18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758,692,152.47 206,387,319.77 267.61 

注:“本报告期”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 3个月期间，下同。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1,596.10 -30,914.5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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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34.54 600,357.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474,870.87 -812,643.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4,674.22 85,039.21  

合计 -249,006.65 -328,239.05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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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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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变动比

例（%）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本报告期 35.78 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导致业绩大幅下滑 

营业收入-年初至报告期末 63.90 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导致业绩大幅下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报告期 51.28 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导致业绩大幅下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年初至报

告期末 
93.21 

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导致业绩大幅下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本报告期 
61.38 

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导致业绩大幅下

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年初至报告期末 
199.40 

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导致业绩大幅下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

告期末 
54.17 

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导致业绩大幅下滑 

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年初至报告期末 
48.78 

主要原因为利润上升，相较于去年同期

利润受新冠疫情负面影响大幅减少 

研发投入合计本报告期 36.95 
本期薪酬增加及研发项目技术服务费用

增加。 

总资产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183.68 主要本期 IPO募集资金 4.96亿到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报告

期末比上年度末 
267.61 

主要原因为本期利润上升和 IPO后股本

增加。 

 

二、 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万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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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 

持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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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记或冻结

情况 

股

份

状

态 

数

量 

海瑞祥天生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3,510 55.66 3,510 3,510 无 0 

苏州外润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73.0657 12.26 773.0657 773.0657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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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金垣坤通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广州市金阖

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6.8746 3.28 206.8746 206.8746 无 0 

华泰证券资管－招商银行

－华泰浩欧博家园 1号科

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57.6458 2.50 157.6458 157.6458 无 0 

上海合弘景晖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福州泰弘景

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7.6616 1.55 97.6616 97.6616 无 0 

上海合弘景晖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珠海泰弘景

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7.8665 1.08 67.8665 67.8665 无 0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3.3429 1.00 63.3429 78.8229 无 0 

平潭建发拾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1.4062 0.82 51.4062 51.4062 无 0 

谢菊根 
境内自

然人 
47.2828 0.75 0 0 无 0 

汪庆 
境内自

然人 
34.82 0.55 0 0 无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谢菊根 47.2828 人民币普通股 47.2828 

汪庆 34.82 人民币普通股 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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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437 人民币普通股 28.1437 

杭州亘曦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亘曦 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医药健康行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6.2392 人民币普通股 26.2392 

罗兴远 22.0025 人民币普通股 22.002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462 人民币普通股 20.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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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群 15.5348 人民币普通股 15.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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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74 人民币普通股 14.797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裕祥回报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8928 人民币普通股 13.89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 WEIJUN LI和 JOHN LI 持有海瑞祥天 100%股权，陈涛为苏州

外润的执行事务合伙人，WEIJUN LI、JOHN LI、陈涛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苏州外润系海瑞祥天的一致行动人。 

2、 金阖投资之普通合伙人广州金垣坤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及有限合伙人广州市铂坤林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

股东（合伙人）梁耀铭，为鑫墁利的股东（持有鑫墁利 100%股

权）、法人代表，担任鑫墁利执行董事、经理。 

3、 福州弘晖、珠海弘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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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

人。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

限售股东参与融资融券及

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有 15.48万股转融通业务。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不断巩固和发展主营业务，加强产

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品质和管理效率，按计划稳步推进募投

项目，同时公司抢抓有利市场行情，科学组织生产经营，有效开展各类市场和营销活动，扩大品

牌知名度和影响力。2021 年前三季度虽然疫情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 2020 年相比，已得到较为

有效的控制，国内经济持续复苏，公司主要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得到恢复并实现增长，特别是化

学发光产品的销售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具体情况如下： 

1、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在本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8,833 万元，同比上升 35.7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68 万元，同比上升 51.28%。 

2、 技术储备丰富，全资子公司的产业化 

自公司创业十多年来，持续聚焦主业，自主研发，积累了多项过敏、自免检测核心技术。报告期

内，取得 33 项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包括 26 项符博克注册证。符博克是能够实现自动化、定量

化的过敏检测平台，是公司目前增长最快的过敏产品线。符博克在原有 25 个注册证的基础上新增

26 个注册证后，该产品线的种类更加丰富，竞争力进一步加强。湖南浩欧博新厂房的建成，进一

步扩充了公司现有产能并优化公司产品结构，产业化规模不断扩大，有利于实现规模化效益，提

高产品稳定性，降低单位成本。 

3、产品研发投入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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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9 月，公司研发投入 799.13 万元，同比增长 36.95%，主要系公司一直很关注产品研发

和设计等方面持续创新，不断加强研发投入，以持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4、 持续引进多层次、多方面优秀人才，推出留才育才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引进过敏首席医学官 -郑轶武博士。郑博士师从过敏原标准化之父 Henning 

Lowenstein。郑博士毕业后一直在全球脱敏治疗领导者—丹麦 ALK 公司从事有关过敏原、过敏性疾

病、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等科研工作，先后参与及主持多项科学和临床研究并发表 SCI 论文多

篇，郑轶武博士为资深 EAACI 及 AAAAI 会员并是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Allergy 等杂志审稿人，

郑轶武主编《过敏性疾病前沿》、《过敏原及过敏性疾病研究进展》等多部行业书籍。 

5、募投项目建设情况 

报告期间，募投项目正在根据施工计划有序进行，公司将继续抓紧项目建设，争取早日达产，为

公司及股东创造效益。 

6、 进一步开拓国内国际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在国内市场营销方面持续增加投入，进一步优化营销和服务的效率。主要进行产

品、技术的推广，如参加全国性及地区性的医学学术会议、发布公司产品广告等方式提升产品的

知名度和品牌认可度，并举办各类产品推广会、学术研讨会、品牌宣传等营销活动进行产品宣传、

推广等。国际营销重点是欧洲市场，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营销进展有所减缓。为减少疫情影响，

我们与各国代理商建立了基于网络视频会议新的沟通机制，与各海外代理商保持深度交流，开展

产品及技术培训，积极促进业务合作关系。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1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 年 9月 30日 2020 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46,239,656.14 58,815,105.12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7,129,290.54 29,898,529.29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7,382,481.58 5,404,3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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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4,296,133.08 1,241,150.54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66,551,203.15 61,947,687.01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784,649.44 806,142.88 

其他流动资产 663,381.83 541,545.85 

流动资产合计 263,046,795.76 158,654,487.72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330,881,823.23  

长期应收款 833,600.00 1,450,071.58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07,913,935.31 95,108,851.53 

在建工程 97,175,283.05 24,856,910.55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8,146,623.71  

无形资产 11,164,410.09 11,289,425.3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039,619.82 2,004,654.3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6,392.22 965,131.1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633,756.57 2,080,795.51 

非流动资产合计 577,795,444.00 137,755,839.97 

资产总计 840,842,239.76 296,410,327.6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017,475.70 20,018,767.12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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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15,944,317.99 7,518,738.88 

预收款项 6,820,208.64 4,739,100.34 

合同负债 1,230,137.19 4,345,024.3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4,535,841.41 18,702,368.92 

应交税费 6,651,640.16 3,292,642.50 

其他应付款 6,050,752.68 4,503,084.25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98,318.90 107,684.24 

流动负债合计 71,348,692.67 63,227,410.59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23,982,978.81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8,296,399.61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504,995.01 2,812,618.52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801,394.62 26,795,597.33 

负债合计 82,150,087.29 90,023,007.9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63,058,328.00 47,293,746.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549,353,940.84 68,652,766.5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25,620.03 125,620.03 

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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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公积 17,366,060.45 17,366,060.4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28,788,203.15 72,949,126.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合计 
758,692,152.47 206,387,319.77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758,692,152.47 206,387,319.7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840,842,239.76 296,410,327.69 

 

公司负责人：JOHN LI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翊        会计机构负责人：韩书艳 

 

合并利润表 

2021年 1—9月 

编制单位：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年前三季度（1-9月） 2020年前三季度（1-9月） 

一、营业总收入 235,876,946.48 143,911,515.75 

其中：营业收入 235,876,946.48 143,911,515.75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60,053,270.60 114,720,906.59 

其中：营业成本 69,839,366.75 49,210,443.77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2,484,344.93 1,643,267.29 

销售费用 46,694,652.81 34,395,675.43 

管理费用 19,518,957.01 11,055,604.15 

研发费用 20,831,586.19 17,279,484.98 

财务费用 684,362.91 1,136,430.97 

其中：利息费用 697,286.90 1,569,336.80 

利息收入 692,585.74 347,942.02 

加：其他收益 1,707,080.00 926,30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9,569,206.57 14,885,0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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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联营企业和

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734,633.09 -313,032.9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30,172.19 82,950.8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86,395,501.55 44,771,866.59 

加：营业外收入 615,348.75 1,163,265.07 

减：营业外支出 858,548.59 1,041,644.9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86,152,301.71 44,893,486.67 

减：所得税费用 11,395,726.86 6,201,812.7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4,756,574.85 38,691,673.97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74,756,574.85 38,691,673.97 

2.终止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4,756,574.85 38,691,673.97 

2.少数股东损益（净

亏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36,019.94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6,019.94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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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新计量设定受

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

险公允价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36,019.94 

（1）权益法下可转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

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

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

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

算差额 

 36,019.94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74,756,574.85 38,727,693.91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4,756,574.85 38,727,693.91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22 0.82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22 0.82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元, 上期被合并方实现

的净利润为： 0 元。 

公司负责人：JOHN LI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翊        会计机构负责人：韩书艳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1年 1—9月 

编制单位：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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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 年前三季度 

（1-9月） 

2020 年前三季度 

（1-9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47,419,140.39 151,600,089.54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258,638.31 126,253.4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400,145.25 2,801,026.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0,077,923.95 154,527,369.9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1,011,217.47 33,424,944.4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7,733,361.97 48,634,097.4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8,005,299.39 15,417,129.2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8,996,585.12 28,296,069.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5,746,463.95 125,772,240.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31,460.00 28,755,128.9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62,883,800.00 20,581,396.76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368,25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729,365.65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4,252,050.00 22,310,762.4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91,904,649.19 34,440,007.39 

投资支付的现金 385,708,5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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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77,613,204.73 34,440,007.3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3,361,154.73 -12,129,244.9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18,890,428.4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

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 4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38,890,428.40 4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3,956,833.81 55,790,552.5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19,504,924.38 48,885,962.32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840,844.1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2,302,602.32 104,676,514.8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6,587,826.08 -64,676,514.8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133,580.33 69,578.6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7,424,551.02 -47,981,052.2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8,815,105.12 90,762,405.1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6,239,656.14 42,781,352.91 

 

公司负责人：JOHN LI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翊        会计机构负责人：韩书艳 

 

(二)2021年起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 12月 31 日 2021年 1月 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8,815,105.12 58,815,105.12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9,898,529.29 29,898,5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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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融资  -  

预付款项 5,404,327.03 5,404,327.03  

应收保费  -  

应收分保账款  -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  

其他应收款 1,241,150.54 1,241,150.54  

其中：应收利息  -  

应收股利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存货 61,947,687.01 61,947,687.01  

合同资产  -  

持有待售资产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806,142.88 806,142.88  

其他流动资产 541,545.85 541,545.85  

流动资产合计 158,654,487.72 158,654,487.72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1,450,071.58 1,450,071.58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95,108,851.53 95,108,851.53  

在建工程 24,856,910.55 24,856,910.55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8,212,437.29 -8,212,437.29 

无形资产 11,289,425.32 11,289,425.3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004,654.37 2,004,654.37  

递延所得税资产 965,131.11 965,131.11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80,795.51 2,080,795.5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7,755,839.97 145,968,277.26 -8,212,437.29 

资产总计 296,410,327.69 304,622,764.98 -8,212,437.2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018,767.12 20,018,767.12  

向    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15 / 16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518,738.88 7,518,738.88  

预收款项 4,739,100.34 4,739,100.34  

合同负债 4,345,024.34 4,345,024.3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8,702,368.92 18,702,368.92  

应交税费 3,292,642.50 3,292,642.50  

其他应付款 4,503,084.25 4,503,084.25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07,684.24 107,684.24  

流动负债合计 63,227,410.59 63,227,410.59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23,982,978.81 23,982,978.81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8,212,437.29 -8,212,437.29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812,618.52 2,812,618.52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6,795,597.33 35,008,034.62 -8,212,437.29 

负债合计 90,023,007.92 98,235,445.21 -8,212,437.2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47,293,746.00 47,293,746.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8,652,766.59 68,652,766.59 - 

减：库存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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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 125,620.03 125,620.03 - 

专项储备  - - 

盈余公积 17,366,060.45 17,366,060.45 - 

一般风险准备  - - 

未分配利润 72,949,126.70 72,949,126.7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206,387,319.77 206,387,319.77 - 

少数股东权益  - -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合计 
206,387,319.77 206,387,319.77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总计 
296,410,327.69 304,622,764.98 -8,212,437.29 

 

各项目调整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厂房租赁按照新租赁准则调整。 

 

特此公告。 

 

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1日 


	OLE_LINK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