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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是：

本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本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1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一、2021 年度经营成果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898.19 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11.91%；营业

利润为 8,155.62 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81.38%；利润总额为 8,205.50 万元，较

去年同期上升 82.8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68.70 万元，较去年同

期上升 58.14%。本年度利润实现利润大幅上升原因如下：  

1. 公司把握市场机遇，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调整经营及营

销策略，加强资源配置与协同。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板块销量较上年同期均

有所提升。 

2. 代理产品前期战略布局效果明显，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50.72%。 

3. 公司转变经营思路，优化原有营销渠道，整合公司营销资源，推动新渠

道建设，优化产品结构，高毛利率销售明显上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48,898.19   43,695.72  11.9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自主产品冠朗和代理

产品颅内压监测仪及其相关配件收入大幅

上升所致 

营业成本  12,168.80   12,004.15  1.3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销售产品的结构发生

变化，高毛利产品收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18,520.84   18,097.52  2.3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增加营销人员数

量及激励，人工成本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5,684.36   4,964.85  14.4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折旧摊销金额增

加 688 万所致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研发费用  4,662.04   3,425.32  36.1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新增多个研发项

目，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681.03   977.85  -30.35% 
主要原因本是报告期贷款余额减少 10,125

万元，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84.39  -504.73  -23.8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存货减值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468.50  -314.15  49.1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新增联营企业天佑北

昊确认投资损失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895.31   1,904.82  52.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获得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58.02   47.98  20.9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获得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二、2021 年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及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15,930.82  15,620.21  1.99% 
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强资金使用管理，资金使

用效率和效益提高所致 

应收账款 10,670.65  11,635.04  -8.29% 

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强客户信用体系管理和

应收账款回收力度，应收账款周转率提高所

致 

预付账款 1,103.22  1,493.52  -26.13% 主要原因是预付代理品采购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04.36  1,436.37  -23.11% 
主要原因是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账面价值减

少所致 

存货 14,054.84  12,689.97  10.76% 
主要原因是公司为应对国内外疫情，增加自

主产品及代理品库存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77.53  928.31  -27.01% 
主要原因是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减少所

致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1,515.45  2,095.72  -27.69% 

主要原因是公司投资的中融宝晟基金公允

价值发生变动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5,906.28  6,659.46  -11.31% 主要原因是权益法下确认投资损失所致 

固定资产 19,993.98  21,840.09  -8.45% 主要原因是处置闲置资产及计提折旧所致 

使用权资产 4,318.42    
主要原因是新租赁准则下确认使用权资产

所致 

无形资产 6,414.39  7,399.16  -13.31% 主要原因是计提摊销所致。 

开发支出 822.06  566.49  45.12% 
主要原因是新型小分子化学药苯烯莫德乳

膏剂（湿疹）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三、2021 年度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及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746.21  55,352.39  0.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506.78  44,968.44  -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39.42  10,383.95  17.8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52.87  28.25  5751.05%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83.22  1,289.28  7.2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65  -1,261.03  121.3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200.00  15,800.00  -67.0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377.54  23,241.73  -25.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77.54  -7,441.73  -63.64% 

商誉 21,432.95  21,432.95  0.00%  

长期待摊费用 1,543.70  2,415.45  -36.09% 主要原因是摊销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0.00  1,557.80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转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无

形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 5,156.39  10,287.67  -49.88% 

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入充裕

且筹集资金能力提高，公司按期归还银行借

款后不需要增加贷款所致 

应付账款 188.06  300.63  -37.44% 主要原因是应付采购款减少所致。 

合同负债 1,709.78  2,720.93  -37.16% 
主要原因是上期末合同负债本期确认收入，

本期预收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1,967.44  476.70  312.72% 主要原因是期未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6,419.52  5,016.70  27.96% 

主要原因是一年内到期的银行长期贷款及

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重分类至非流动负

债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59,771.36  59,901.65  -0.22% 

本报告期子公司再生医学收购武汉北度少

数股东股权导致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减少

130.29 万元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5,737.84  -3,789.71  51.41% 
主要原因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所致 

未分配利润 -6,542.20  -13,261.44  -50.67% 主要原因是实现盈利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0.61  1,662.90  -81.32%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7.87%，主要原因是本报

告期公司加强客户信用体系管理和应收账款回收力度，应收账款周转率提高；公

司加强资金使用管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提高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21.38%，主要原因是本

报告期公司出售海博特医股权、收回嘉兴君重冠昊部分投资款及出售闲置资产所

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63.64%，主要原因是公司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入充裕且筹集资金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按期归还银

行借款后不需要增加贷款，贷款余额减少 10,125 万元所致。 

四、2021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应收账款周转率 4.38 3.5 25.14% 

存货周转率 0.91 1.06 -14.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2,394,243.74 103,839,533.09 17.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8 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3% 6.46% 50.62% 

指标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资产总额（元） 1,098,737,109.35 1,134,727,829.20 -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3,920,552.56 730,267,783.85 7.35% 

资产负债率 31.91% 36.84% -4.93%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