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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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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346,132,221 股，2020 年度拟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 0.2 元（含税）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
红利 26,922,644.42 元（含税）
；本年度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
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该分配预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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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涉及现代商业、健康养老与生物医疗领域，覆盖百货零售、物业租

赁、健康养老服务、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存储以及细胞免疫治疗等业务范围。

（一）现代商业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
1、现代商业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现代商业主要业务为百货零售。报告期内，商业部分包括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新百中心店（A
座、B 座）
、东方福来德百货南京店、徐州店，安徽省芜湖市南京新百大厦店，其他业务为物业租
赁。
报告期内，公司现代商业主要经营模式为联营模式和租赁模式，部分门店辅以少量自营销售
模式。
2、现代商业行业情况
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2020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39.2 万亿元，比上年
下降 3.9%。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3.91 万亿元，下降 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5.29
万亿元，下降 3.2%。乡村消费品市场降幅低于城镇 0.8 个百分点。按消费类型统计，商品零售额
35.25 万亿元，下降 2.3%；餐饮收入 3.95 万亿元，下降 16.6%。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 9.76 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 14.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9%，比上年提高 4.2 个百分点。
2020 年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下降 13.8%，增速低于上年同期 13.4 个百分点。
（二）健康养老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
1、健康养老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1）安康通
安康通成立于 1998 年，是国内综合养老运营标杆企业。安康通以自主运营的智慧养老指挥中
心、自主研发的信息管理系统平台、专业化的线上线下服务团队为基础，整合优质社会资源，主
要向用户提供六大类服务：紧急救助与安全预警服务、居家助老与生活服务、健康管理服务、日
照中心服务、适老化改造服务、养老展厅设计与规划服务。为老年人群提供居家、社区、机构三
位一体的全方位养老服务。
作为智慧养老领域的综合运营商和服务商，安康通主要承接政府居家养老业务，以硬件产品、
软件系统和呼叫中心作为基础，销售紧急援助服务、家政服务、主动关爱、医疗健康、生活信息
等综合服务，并收取相关服务费用。
（2）三胞国际
三胞国际为投资控股平台，其主要业务主体与经营资产为以色列的 Natali、A.S.Nursing 和
Natali（中国）
。
1）Natali

以色列纳塔力（Natali）公司成立于 1991 年，是以色列最大的民营医疗护理服务公司，服务
覆盖以色列八分之一人口。公司依托医疗呼叫中心、紧急呼叫中心、专业医生团队、急救车团队、
客户服务中心五大运营平台，为以色列家庭或机构提供远程医疗和远程照护、紧急救援和家庭护
理、社区健康服务及居家养老等四类医疗健康服务。
Natali 客户来源主要有私人用户、公共部门&机构、商业用户（大型和小型公司）以及保险
公司等。公司经营模式一是提供包含远程医疗和远程照护、紧急救援、慢病管理、生活服务等一
系列居家养老人群的必备服务内容；二是常年与以色列国家社会保险机构、劳动部、社会事务和
社会服务部、国防部和大屠杀受害者基金会等开展合作，例如作为卫生部的服务提供商，为学龄
儿童提供疫苗接种，体检和健康相关的教育，以及为商业保险公司、健康服务组织（HMO）等提供
各类服务；三是作为服务、产品的集成商，向当地合作伙伴提供远程医疗、养老、慢病管理等方
面的咨询服务。
2）A.S.Nursing
A.S.Nursing 是以色列第四大的居家上门护理公司，已经拥有 30 多年的居家护理服务经验，
在以色列全国拥有 26 家分支机构，覆盖以色列全境。公司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为老人提供全方位的
专业居家护理及照看服务、专业私人住院护理服务以及养老与护理服务相关的咨询服务，主要员
工为护理专业人员、心理辅导专业人员、老年医学专家、专科护士等。
A.S.Nursing 服务对象为通过 NII 的 ADL 测试的用户，其中绝大多数 75 岁以上老人、残疾退
伍军人及其他伤残人士。A.S.Nursing 组织自己的护工为服务对象上门提供长期护理服务，以色
列国家社保中心以护理小时数为基础与公司进行结算。A.S.Nursing 的护理服务主要包含三类：
一是为无法独立生活的老人上门提供居家护理及照看服务；二是为住院老人提供专业私人护理；
三是为老人提供养老、护理服务及养老院选择的相关咨询服务。同时，A.S.Nursing 与以色列的
国家社保中心、国家劳动部、国家社会服务部、国防部，以及大屠杀幸存者基金保持着多年良好
的合作关系。
3）纳塔力（中国）
Natali（中国）引入全球领先的健康养老服务理念和运营模式，以以色列 Natali 领先的科学
技术为驱动，结合中国本土情境创新商业模式，为“长护险”参保人员提供长期护理业务，为金
融机构、大型企业、商业地产等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增值服务、全方位的健康养老服务与
解决方案。
Natali（中国）业务聚焦于高端居家养老服务与健康管理，主要分为三条业务线：一是 B2B

健康管理业务，通过与金融服务行业、大型企业等机构客户合作，为其员工或高端个人用户提供
健康管理、定制化高端养老及远程医疗等增值服务，帮助机构客户提升用户的附加值和差异化的
竞争优势；二是长期护理服务,为经过老年照护需求评估、失能程度达到评估等级二至六级的“长
护险”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或专业医疗照护等上门服务。三是康养地产业务,配合地产公司
业务转型和品牌升级的发展需要，为地产公司的康养项目提供涵盖整体布局规划、营销策划、展
示设计、运营支持及品牌输出等一系列综合服务。
2、健康养老行业情况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对于养老行业来说也是机遇与挑战
并存的一年。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开局，养老产业迎来发展新契机，60 后财富人群入场、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地方性长护险开始立法、商业模式不断创新、产业赛道愈加明确等为养老产
业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2020 的疫情给养老行业带来了冲击，同时也锻炼了养老行业服务企业和
从业人员。从资本市场上看，养老产业发展空间巨大。2021 年养老产业将迎来曙光，加速拥抱变
革。根据艾媒咨询预测，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将会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预计 2021 年市场
规模将达 8.78 万亿元，而到 2022 年预计突破 10 万亿元。
（三）生物医疗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
1、生物医疗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1）齐鲁干细胞
山东省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位于济南市高新区，是一家主要从事干细胞
保存及相关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与咨询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检测制备、存储与提供。在脐带血干细胞储存
方面，主要服务对象为孕产妇，公司及运营的山东省脐血库接受储户的委托，与储户签署协议，
为其提供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检测制备、存储服务并收取技术服务费。此外，对公共库配型成功的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公司可对外提供脐血干细胞，并向受供方收取一定费用。
（2）世鼎香港
世鼎香港的主要经营性资产为美国生物医疗公司 Dendreon。Dendreon 是一家致力于研究肿瘤
细胞免疫治疗的生物制药公司，拥有包括知识产权、生产工艺、研发团队在内的完整细胞免疫治
疗产业化体系，其主营业务是肿瘤细胞免疫治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Dendreon 目 前 的 主 要 产 品 为 完 全 自 主 研 发 的 前 列 腺 癌 细 胞 免 疫 治 疗 产 品
PROVENGE(sipuleucel-T)，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对抗恶性肿瘤，其适用症为无症状或轻微症

状的转移后去势性抵抗前列腺癌症（早期 mCRPC）
。PROVENGE 于 2010 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FDA）批准在美国上市，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 FDA 批准的前列腺癌细胞免疫治疗药品。
PROVENGE 产品的生产模式为订单式生产模式。Dendreon 在患者注册后，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
定制化地生产 PROVENGE 产品，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治疗，治疗疗程包括三次整体注射。
PROVENGE 的销售采用代理模式。根据美国法律规定，Dendreon 与医疗机构、医生之间通过经
销商进行销售行为，即 Dendreon 与经销商签订合同，约定经销商以 PROVENGE 每一次注射收入的
一定比例，收取管理费用；经销商负责向医生或医疗机构收款，医生或医疗机构向患者（自费部
分）和保险公司（保险覆盖部分）收款。
PROVENGE 药品上市后，获得了美国主要公共和商业医疗保险的覆盖。因绝大多数 mCRPC 患者
年龄为 65 周岁以上，美国针对退休人群及残障人士的公立保险 Medicare 是 PROVENGE 最主要的保
险支付方。
（3）南京丹瑞
南京丹瑞的主要经营性资产为上海丹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瑞中国）
。丹瑞
中国是一家创新型的生物医药公司，定位于肿瘤细胞免疫产品的研发、生产和营销，即将在中国
完成 PROVENGE 的申报和落地。丹瑞中国致力于通过行业先进生产标准的建立，为中国细胞免疫治
疗领域的发展，造福患者作出贡献。公司主要业务为 PROVENGE 在中国的注册申报、技术转移和生
产销售。
丹瑞中国在中国首个细胞工厂于 2018 年 10 月在张江建成，占地约 3000 平米，公司将基于核
心优势打造中国细胞免疫治疗创新转化平台，为国内细胞免疫公司提供一站式、多维度的产业化
解决方案，定制化信息系统，专业化人才培养，产业化策略咨询等服务。
2、生物医疗行业情况
（1）干细胞产业
从产业链上来看，干细胞行业的上游为干细胞的采集与存储，中游为干细胞制备及相关干细
胞药物的研发，下游为干细胞的治疗应用。目前，国内干细胞行业的上游为最成熟的产业化项目。
在脐带血干细胞储存方面，目前，国家批准设置并获得执业验收的脐血库共 7 家，分别是北
京、天津、山东、上海、广东、四川、浙江，目前国家对脐血库的管理仍是“一省一库”。根据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设置审批有关事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1052 号)，
2021 年暂不受理脐带血库设置审批申请,2021 年以前全国仍为 7 家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不再新
增。

（2）医药行业
受到全球人口基数持续增加、人口老龄化加剧等因素促进，全球医药市场持续快速增长。根
据 IQVIA 近期发布的《展望 2024：全球药品支出和使用趋势》报告中指出，2019 年全球药品支出
净额为 9350 亿美元，未来预计每年增长 2%-5%，到 2024 年将超过 1.1 万亿美元。其中特殊药品
约占全球药物支出的 36%，预计到 2024 年将占 40%，其中包括生物制剂以及下一代生物疗法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
癌症作为全球第 2 大死亡原因，死亡例数和发病例数逐年上升。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
在未来 20 年中，全球癌症例数可能会增加 60%，形势非常严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IARC）发布了 2020 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2020 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 1929 万例，全球
癌症死亡病例 996 万例，预计 2040 年相比 2020 年，癌症负担将增加 50%，届时全新新发癌症病
例数将达到近 3000 万。伴随人口老龄化加剧与癌症发病率的增加，全球范围内抗肿瘤药物已成为
份额最大的药物类别，市场份额持续扩张。根据 IMS 预测，至 2022 年全球肿瘤治疗药物市场将达
到 2000 亿美元，未来 5 年的平均增长率将达到 10%-13%，其中中国肿瘤医药市场未来将保持约 12%
复合增长率。
免疫疗法在癌症治疗中具有疗效好、毒副作用小和防止复发等优势。免疫疗法的出现不仅在
革命性地改变癌症治疗的标准，同时也革命性地改变了治疗癌症的理念，被称为继传统化疗药物、
靶向治疗肿瘤治疗的第三次革命。据 EvaluatePharma 数据显示，全球肿瘤免疫疗法的市场规模预
计到 2021 年将增长至 1200 亿美元，2016-2021 年复合增长率保持在 14%以上。
中国为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中国的药品总支出接近欧洲五大市场的总和。近年来，中国政
府颁布了一系列旨在缩小中国与领先国家药物创新差距的政策。据估计，市场规模到 2023 年将达
到 1,618 亿美元，占据全球市场 30%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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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020年

2019年

24,628,076,122.85
5,656,903,987.01
751,574,968.97

23,054,718,230.22
9,501,849,858.65
1,687,207,443.40

665,094,757.33

16,143,925,833.24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6.82
-40.47
-55.45

22,039,209,836.63
14,541,230,534.18
-891,636,180.76

22,015,973,153.13
14,541,230,534.18
-885,889,850.73

1,597,107,142.77

-58.36

-1,367,875,183.32

-1,367,875,183.32

15,594,419,983.99

3.52

13,192,387,017.04

13,241,431,160.69

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54,956,464.49

1,593,754,590.87

28.94

1,479,878,397.68

1,485,919,627.46

0.56

1.28

-56.25

-0.69

-0.69

0.56

1.28

-56.25

-0.69

-0.69

4.74

11.76

减少7.02个
百分点

-6.78

-6.7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 月份）

（4-6 月份）

（7-9 月份）

（10-12 月份）

1,433,124,510.87

1,205,908,307.86

1,368,925,243.87

1,648,945,924.41

216,106,248.71

210,795,145.31

181,226,147.02

143,447,427.93

215,095,039.62

171,644,157.15

175,614,325.69

102,741,234.87

127,517,664.39

563,387,616.12

530,038,103.14

834,013,080.84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0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77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484,482,721

比例
(%)
35.99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条件的股份

股份

数量

状态

180,738,946

冻结

股东

数量

性质

484,482,721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

96,722,192

7.19

质押

96,720,000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新余创立恒远投资管理有

55,391,644

4.11

质押

55,391,600

境内非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52,068,803

3.87

无

国有法

限公司
南京华美联合营销管理有

人
44,658,856

3.32

冻结

44,658,856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

41,320,000

3.07

质押

20,660,000

司
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

国有法
人

35,000,000

2.60

质押

35,000,000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6,503,773

1.23

无

12,773,470

0.95

质押

未知

兴业信托－兴运扶摇 7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广州金鹏集团有限公司

12,773,47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王伟

9,672,219

0.72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前十名股东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

明

司”、“兴业信托-兴运扶摇 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广州金鹏集团有
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前十名股东中：“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新余创立恒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伟”为一致行动人；其余股东
之间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无

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6.57 亿元，同比下降 40.4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2 亿元，同比下降了 55.4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财会【2017】22号）（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
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
并按照有关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二）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在本报告期内重要会计估计没有发生变更。
（三）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上年年末余额）

（期初余额）

调整数

项目
预收款项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上年年末余额）

（期初余额）

1,680,590,122.60

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调整数

103,495,648.57

-1,577,094,474.03

1,561,768,221.37

1,561,768,221.37

15,326,252.66

15,326,252.66

-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上年年末余额）

（期初余额）

预收款项

105,875,804.68

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调整数

22,146,464.94

-83,729,339.74

74,224,674.59

74,224,674.59

9,504,665.15

9,504,665.15

（四）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无需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受控制的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的合并范围。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如下表所列示如下：
（一）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结构化主体或其他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取得方式
上海鲁奥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设立

银丰新百健康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

安徽新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设立

连云港禾康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漳浦禾康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盐城禾康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云霄禾康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怀化禾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设立

江阴市安康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

南京安康通护理院有限公司

设立

启东市安康通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设立

广东安康通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四川安康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

南京安康通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设立

CB Senior Care Limited

设立

CB Retail Limited

设立

CB Department Store Limited

设立

（二）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结构化主体或其他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无。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详见“附注九之 1 在子公司中的权益”；合并范围的变
化情况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
有限公司
翟凌云
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