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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80   证券简称：百普赛斯     公告编号：2022-026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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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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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58,131.97 89,452,306.41 2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500,686.51 40,634,513.23 3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4,160,170.06 40,544,914.00 33.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664,835.38 15,913,195.50 130.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88 0.6756 -1.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88 0.6756 -1.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5% 18.39%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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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1,024,719.47 2,544,787,114.48 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520,842,902.22 2,466,970,919.18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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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疾病应用领域收入构成情况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非新冠病毒防疫产品收入 90,165,595.86 62,001,097.02 45.43% 

新冠病毒防疫产品收入 24,092,536.11 27,451,209.39 -12.24% 

营业收入合计 114,258,131.97 89,452,306.41 27.73%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88,020.9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192.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1,270.60  

合计 -659,483.55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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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存在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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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元） 114,258,131.97 89,452,306.41 2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500,686.51 40,634,513.23 31.66% 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4,160,170.06 40,544,914.00 33.58% 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664,835.38 15,913,195.50 130.41% 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88 0.6756 -1.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88 0.6756 -1.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5% 18.39%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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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1,024,719.47 2,544,787,114.48 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520,842,902.22 2,466,970,919.18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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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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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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宜顶 境内自然人 23.53% 18,827,168 18,827,168   

天津百普赛斯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99% 7,990,508 7,990,508   

苗景赟 境内自然人 8.92% 7,138,452 7,138,452   

闫长伟 境内自然人 4.66% 3,728,904 3,728,904   

王妙春 境内自然人 4.53% 3,622,363 3,622,363   

南京高科新浚成

长一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4% 3,551,335 3,551,335   

杭州聚上医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2% 2,978,902 2,978,902   

宁波澜亭视聆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4% 2,509,019 2,509,019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欧医疗健康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9% 2,151,091 0   

杭州普华天骥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新昌普华

京新固周健康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2% 1,939,030 1,93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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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51,091 人民币普通股 2,151,091 

摩根资产管理（新加坡）有限公司

－摩根中国 A 股市场机会基金 
1,202,068 人民币普通股 1,202,06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前沿医疗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华富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7,250 人民币普通股 677,2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551,700 人民币普通股 55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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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养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六一组

合 
397,396 人民币普通股 397,39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成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71,350 人民币普通股 371,3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精准医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61,5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5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

根士丹利华鑫健康产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47,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陈宜顶系天津百普赛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

持有天津百普赛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2.34%的财产份额； 

2、苗景赟为陈宜顶一致行动人，持有天津百普赛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60%的财产份额。 

3、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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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其他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04 月 25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62,129,668.04 2,007,380,846.7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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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17,471,525.88 270,862,731.36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54,705,870.29 49,898,461.86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9,079,907.23 5,382,144.5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9,722,221.46 1,964,724.95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70,053,863.17 62,174,843.92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935,625.58 

流动资产合计 2,423,163,056.07 2,400,599,37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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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000,000.00 1,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8,165,011.27 48,264,358.65 

  在建工程 21,086,912.91 21,870,761.45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37,733,848.78 29,346,363.98 

  无形资产 2,308,153.47 2,822,418.7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0,079,401.05 18,443,361.39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488,335.92 21,428,297.0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12,174.22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7,861,663.40 144,187,735.49 

资产总计 2,591,024,719.47 2,544,787,114.4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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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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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账款 7,548,129.64 19,858,189.00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1,608,078.53 1,826,15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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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7,158.30 14,478,133.52 

  应交税费 8,353,733.20 12,927,256.28 

  其他应付款 926,320.38 284,8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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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4,330.54 8,922,360.32 

  其他流动负债  85,782.56 

流动负债合计 44,247,750.59 58,382,722.79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27,040,559.63 20,455,726.79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7,040,559.63 20,455,726.79 

负债合计 71,288,310.22 78,838,449.5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80,000,000.00 8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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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公积 2,130,064,885.92 2,130,064,885.9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3,516,708.79 -3,888,005.31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5,037,156.65 35,037,156.6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79,257,568.44 225,756,881.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520,842,902.22 2,466,970,919.18 

  少数股东权益 -1,106,492.97 -1,022,254.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19,736,409.25 2,465,948,664.9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591,024,719.47 2,544,787,114.48 

法定代表人：陈宜顶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涛                      会计机构负责人：林涛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14,258,131.97 89,452,306.41 

  其中：营业收入 114,258,131.97 89,452,306.4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59,903,267.75 39,023,395.31 

  其中：营业成本 5,169,244.49 5,524,5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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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78.71 187,484.52 

     销售费用 20,221,879.67 12,616,700.20 

     管理费用 13,977,684.57 7,858,110.03 

     研发费用 22,542,358.36 12,549,304.59 

     财务费用 -2,191,578.05 287,241.04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57,434.12 111,676.71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8,316,113.49 307,235.9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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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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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132.27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792,616.86 -723,992.29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1,828,439.16 -2,054,398.48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488,020.91 -5,530.7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9,619,334.90 46,951,770.02 

  加：营业外收入 9,683.07 3.82 

  减：营业外支出 12,440.9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9,616,576.98 46,951,773.84 

  减：所得税费用 6,200,129.16 6,413,242.3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3,416,447.82 40,538,531.52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3,416,447.82 40,538,5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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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3,500,686.51 40,634,513.23 

  2.少数股东损益 -84,238.69 -95,981.7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330.87 311,029.20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12,330.87 311,029.20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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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2,330.87 311,0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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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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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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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0.87 311,029.20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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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04,116.95 40,849,560.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53,488,355.64 40,945,542.4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84,238.69 -95,981.71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6688 0.675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6688 0.6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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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 

法定代表人：陈宜顶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涛                      会计机构负责人：林涛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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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18,617.59 80,005,5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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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982,448.07 220,107.5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8,501,065.66 80,225,678.9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911,666.03 13,130,0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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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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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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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32,030,893.88 22,966,212.9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061,164.54 10,881,284.0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832,505.83 17,334,932.9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1,836,230.28 64,312,48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664,835.38 15,913,195.5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855,315,691.05 25,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019,066.49 316,889.4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660.00 4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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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338,417.54 25,317,374.4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1,727,415.32 9,427,969.36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46,240,000.00 4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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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7,967,415.32 55,427,969.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8,628,997.78 -30,110,594.9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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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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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7,191.64 1,977,668.2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627,191.64 1,977,668.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27,191.64 -1,977,668.2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208,515.78 838,593.6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77,799,869.82 -15,336,4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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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29,929,537.86 80,330,142.5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52,129,668.04 64,993,668.60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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