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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82                                                  证券简称：益方生物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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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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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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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适用 -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9,755,724.11 不适用 -385,003,0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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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755,724.11 不适用 -384,902,621.6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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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330,711,530.04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0 不适用 -0.7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0 不适用 -0.7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31 不适用 -41.29 不适用 

研发投入合计 158,219,836.46 66.33 377,257,640.15 54.88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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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8,830,470.68 800,027,158.38 20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2,304,517,457.71 685,029,725.40 2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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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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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9,113.3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 -179,539.05 

 

合计 - -100,4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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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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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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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不适用 

公司所有在研产品均处于研发阶

段，尚未开展商业化生产销售，

公司产品尚未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_本报告期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 D-0502和 D-1553处

于关键性注册临床阶段，其他临

床、临床前产品稳步推进。研发

投入增加，研发管理人员规模扩

张等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_年初至报告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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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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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年初至报告期末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_年初至报告期末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_年初至报告期末 
不适用 

研发投入合计_本报告期 66.33 

研发投入合计_年初至报

告期末 
54.88 

总资产_本报告期末 208.59 
上市募集资金导致总资产、净资

产大幅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_本报告期末 
2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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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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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ntisBio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

法人 
110,329,937 19.19 110,329,937 110,329,937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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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P III (HK) 

Limited       

境外

法人 
37,179,271 6.47 37,179,271 37,179,271 无 0 

HH SPR－XIV HK 

Holdings 

Limited     

境外

法人 
33,113,839 5.76 33,113,839 33,113,839 无 0 

ABA－Bio（Hong 

Kong）Limited     

境外

法人 
32,940,037 5.73 32,940,037 32,940,037 无 0 

LAV Apex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

法人 
31,745,895 5.52 31,745,895 31,745,895 无 0 

YUEHENG JIANG 

LLC          

境外

法人 
26,825,520 4.67 26,825,520 26,825,520 无 0 

博山投資有限公

司 

境外

法人 
22,825,165 3.97 22,825,165 22,825,165 无 0 

QUICK WIN 

VENTURES 

LIMITED      

境外

法人 
21,537,403 3.75 21,537,403 21,537,403 无 0 

XING DAI LLC 
境外

法人 
20,450,445 3.56 20,450,445 20,450,445 无 0 

LAV Alpha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

法人 
15,872,909 2.76 15,872,909 15,87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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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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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8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8 

肖丽霞         820,850 人民币普通股 820,850 

杨桦        8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300 

永赢基金－北京

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型

保险 1号－永赢

基金精选五期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660,185 人民币普通股 660,185 

吴红心     547,660 人民币普通股 547,660 

曾新建    511,038 人民币普通股 511,038 

唐国生 494,313 人民币普通股 494,313 

董宝冯 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000 

郑前 4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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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招

商品质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90,045 人民币普通股 390,045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InventisBio Hong Kong Limited、XING DAI LLC、YUEHENG JIANG LLC于

2020年 10月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存在一致行动关系。LAV Apex 

HK、LAV Alpha HK的最终控制人均为礼来亚洲基金管理合伙人 YI SHI，两

者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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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丽霞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20,850股，杨桦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00,300 股，曾新建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02,400股，董宝冯通过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 49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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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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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30日 

编制单位: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 年 9月 30日 2021 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389,930,861.41 724,250,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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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款项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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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 16,875,946.87 3,660,475.44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3,682,091.20 4,248,606.7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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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1,336.31 

流动资产合计 2,410,488,899.48 741,450,7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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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8,485,062.99 19,864,375.08 

在建工程 2,294,744.41 1,870,754.68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17,230,786.75 22,280,363.49 

无形资产 1,331,171.92 114,090.3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597,815.12 8,423,332.85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401,990.01 6,023,511.10 

非流动资产合计 58,341,571.20 58,576,427.59 

资产总计 2,468,830,470.68 800,027,158.3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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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21,254,842.77 64,219,888.08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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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4,987.91 21,136,577.03 

应交税费 12,272.30 22,029.75 

其他应付款 2,934,519.37 4,763,6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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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5,814.92 8,711,669.67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52,212,437.27 98,853,8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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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0,575.70 14,943,630.10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200,000.00 1,20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100,575.70 16,143,630.10 

负债合计 164,313,012.97 114,997,432.9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575,000,000.00 46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663,637,557.05 1,773,082,582.4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1,855,506.60 -10,791,3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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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922,264,592.74 -1,537,261,545.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合计 
2,304,517,457.71 685,029,725.4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304,517,457.71 685,029,725.4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2,468,830,470.68 800,027,158.38 

 

公司负责人：王耀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史陆伟        会计机构负责人：史陆伟 

 

合并利润表 

2022年 1—9月 

编制单位：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年前三季度（1-9月） 2021年前三季度（1-9月）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84,914,320.39 271,332,890.67 

其中：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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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79.87 21,118.02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38,750,860.05 32,108,333.82 

研发费用 377,257,640.15 243,587,590.01 

财务费用 -31,195,059.68 -4,384,151.18 

其中：利息费用 718,813.30  

利息收入 -8,473,463.77  

加：其他收益 79,113.39 4,590,0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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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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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8.75 -7,832.7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64.8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384,823,508.25 -266,750,406.12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79,539.0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85,003,047.30 -266,750,406.12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85,003,047.30 -266,750,406.12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

损以“－”号填列） 
-385,003,047.30 -266,750,4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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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003,047.30 -266,750,4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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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94.95 -783,673.55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064,194.95 -783,6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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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94.95 -783,6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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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94.95 -783,6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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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067,242.25 -267,534,079.67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综合收益总额 
-386,067,242.25 -267,534,07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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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 -0.58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9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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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史陆伟        会计机构负责人：史陆伟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2年 1—9月 

编制单位：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 年前三季度 

（1-9月） 

2021 年前三季度 

（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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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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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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6,041.34 4,109,119.6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552,577.16 15,063,882.2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488,618.50 19,173,001.9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41,719,167.85 133,345,8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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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55,068.63 59,765,067.28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0,404.98 21,118.0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415,507.08 16,530,653.2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7,200,148.54 209,662,711.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0,711,530.04 -190,489,709.7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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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4,386,350.28 23,839,895.07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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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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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86,350.28 23,839,895.0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86,350.28 -23,839,895.0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999,6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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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6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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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3,458.13 11,385,110.2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423,458.13 11,385,110.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8,186,541.87 -11,385,110.2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22,591,887.58 -3,483,363.7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65,680,549.13 -229,198,078.7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24,250,312.28 1,031,926,198.1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89,930,861.41 802,728,119.40 

 

公司负责人：王耀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史陆伟        会计机构负责人：史陆伟 

 

 

2022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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