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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85                                                    证券简称：康希诺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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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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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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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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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499,355 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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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1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8,14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 不适用 

研发投入合计 159,416 -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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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1.92 减少 2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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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3,983 11,874,187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034,486 7,995,046 0.49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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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6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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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96  

合计 3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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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不适用 

主要系产品持续商业化销售，对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不适用 

主要系产品持续商业化销售，对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产生积极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不适用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

同期减少，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销售商

品回款周期变长，以及为生产储备购买原

材料和支付职工薪酬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

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利润增加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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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合计 -40.91 主要系公司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5型腺

病毒载体）于 2021 年实现商业化；且在研

产品的研发进展、研发阶段不同导致研发投

入减少。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减少 25.8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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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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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

人 
98,067,897 39.63 - - 未知 - 

XUEFENG YU

（宇学峰） 

境外自

然人 
17,874,200 7.22 6,284,017 6,284,017 无 0 

朱涛 
境内自

然人 
17,874,200 7.22 17,874,200 17,874,200 无 0 

DONGXU QIU

（邱东旭） 

境外自

然人 
17,114,200 6.92 6,030,683 6,030,683 无 0 

HELEN HUIHUA 

MAO（毛慧

华） 

境外自

然人 
15,195,441 6.14 4,409,500 4,409,500 无 0 

先进制造产业

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281,905 2.13 - - 无 0 

天津千益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474,600 1.40 3,474,600 3,474,600 无 0 

刘建法 
境内自

然人 
3,336,667 1.35 3,336,667 3,336,667 无 0 

天津千睿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299,475 1.33 3,299,475 3,299,475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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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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48,030 0.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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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98,067,897 
境外上市

外资股 
98,067,897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281,905 
人民币普

通股 
5,28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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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8,030 
人民币普

通股 
2,048,030 

孙戈 1,735,000 
人民币普

通股 
1,735,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32,168 
人民币普

通股 
1,632,168 

苏州启明融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37,470 

人民币普

通股 
1,03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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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013 

人民币普

通股 
924,013 

上海礼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2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9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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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335 
人民币普

通股 
864,335 

苏州礼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26,071 
人民币普

通股 
626,0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XUEFENG YU（宇学峰）、朱涛、DONGXU QIU（邱

东旭）、HELEN HUIHUA MAO（毛慧华）、天津千益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千睿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关系。 

2、上海礼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苏州礼泰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均为礼来亚洲基金的投资

主体，均由礼来亚洲基金团队管理，为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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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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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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年 2 月，公司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5 型腺病毒载体）克威莎®于国内获批用于

序贯加强免疫接种；同时，2022 年 3 月，公司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 GMP 认证，目前正

在进行将克威莎®纳入紧急使用清单（EUL）的后续审核流程。  

 

2、新冠疫苗市场情况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出具的《全球和中国疫苗行业报告》中的相关预计，新冠疫苗接种率的

提高有助于加强疫情管控，加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由大流行阶段进入局部流行阶段，未来新冠疫

苗接种需求主要由加强针，高危人群的年度接种，新生儿的预防性接种，以及局部地区疫情流行

造成的管控需要所组成。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各国的努力下，全球疫苗接种人数在 2021 年快速增长，并预

计在 2022年保持上升趋势，但未来疫苗接种的推进难度将会加大，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的增速将

逐渐放缓；同时，随着更多新冠疫苗产品的上市，市场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未来供应价格可能

会呈现下降趋势；此外，人们对于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及持久力等要求亦会更加严苛，给行业

相关企业的整体运营带来更大的挑战。 

 

3、实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方案 

公司于 2022年 1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 446.78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即 2022年

1月 23日至 2023年 1 月 22日）。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A股股份 325,000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月 24日、4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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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3月 31日 

编制单位: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2021 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290,250 5,645,03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52,101 1,862,420 

衍生金融资产 166 255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50,532 157,926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447,728 378,551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4,705 19,152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121,661 875,621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77,608 275,201 

其他流动资产 77,754 75,688 

流动资产合计 9,122,505 9,28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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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5,310 4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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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171,649 1,152,931 

在建工程 951,149 820,798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240,834 244,576 

无形资产 168,378 172,115 

开发支出 28,451 26,190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794 -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1,913 122,423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11,478 2,584,343 

资产总计 11,933,983 11,874,18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079,239 99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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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54 - 

应付账款 878,480 842,567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23,699 19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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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31 222,720 

应交税费 30,968 34,535 

其他应付款 479,873 456,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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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83 121,288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774,427 2,861,417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155,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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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222,883 222,849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98,327 201,480 

递延所得税负债 3,140 557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579,350 464,886 

负债合计 3,353,777 3,326,30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47,450 247,45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600,831 6,597,898 

减：库存股 84,906 -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18,389 118,38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152,722 1,031,3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合计 
8,034,486 7,995,046 

少数股东权益 545,720 552,83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8,580,206 8,547,88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总计 
11,933,983 11,874,187 

 

公司负责人：XUEFENG YU（宇学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樨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璐 

 

合并利润表 

2022年 1—3月 

编制单位：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 年第一季度 2021 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499,355 466,758 

其中：营业收入 499,355 466,758 

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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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414,625 488,595 

其中：营业成本 148,474 22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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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 1,434 

销售费用 34,310 7,170 

管理费用 64,101 14,875 

研发费用 157,155 269,788 

财务费用 9,096 -28,716 

其中：利息费用 9,444 1,670 

利息收入 14,084 22,367 

加：其他收益 22,297 1,96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16,418 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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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2 -805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3,143 -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3,020 -8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21,874 -16,190 

加：营业外收入 62 438 

减：营业外支出 1,041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120,895 -15,752 

减：所得税费用 6,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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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4,295 -15,752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14,295 -1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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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13 -14,114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

填列） 
-7,118 -1,638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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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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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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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95 -15,752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121,413 -14,114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7,118 -1,638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06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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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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FENG YU（宇学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樨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璐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2年 1—3月 

编制单位：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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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91 36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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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26 54,54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452 107,27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0,369 525,18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55,831 24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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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77 70,026 

支付的各项税费 28,253 22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9,356 227,26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28,517 537,5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98,148 -12,41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115,000 3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0,294 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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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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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294 304,76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29,304 296,671 

投资支付的现金 2,8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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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9,304 296,6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94,010 8,09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55,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 55,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17,416 196,535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17,416 251,535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98,527 2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7,435 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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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31 1,68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94,693 23,25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723 228,28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12,150 8,37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81,585 232,33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455,456 4,446,02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973,871 4,678,365 

 

公司负责人：XUEFENG YU（宇学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樨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璐 

2022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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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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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