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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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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月 21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308号），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在对《关注函》中

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整理与全面核查的基础上做出了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

容公告如下：  

 

1、请说明公司的生产经营、主营业务等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股

价变化与基本面是否匹配；结合公司股价及市盈率、市净率、同行业公司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

期减持股份及减持计划等，对公司股价大幅上涨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 

（1）公司的生产经营、主营业务等基本面情况 

公司当前生产经营平稳，主营业务持续稳定，生产经营、主营业务等基本面

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为 20,023.7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139.26 万元，公司整体收入利润规模较小，2021 年半年度

净利润绝对额增长并不太多，未来能否持续保持增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股价最近四个交易日呈现快速上涨趋势，公司近期涨幅较公司基本面变化偏离较

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不要盲目炒作，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股价、市盈率、市净率情况 

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截止



2021 年 7 月 22 日，公司所处行业“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市盈率为 36.63 倍，市

净率为 5.31 倍；公司的滚动市盈率为 92.1 倍，市净率为 10.28 倍；均远远高于

行业水平，公司所属分类行业可比公司的股价（收盘价）、市盈率、市净率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股价 

（元/股） 

近 5交易

日涨幅 

近 30 交易

日涨幅 

滚动 

市盈率 
市净率 

泰林生物 300813 89.74 107.40% 99.91% 92.10 10.28 

东富龙 300171 45.96 0.90% 26.96% 54.82 7.76 

楚天科技 300358 18.91 -0.37% 8.37% 36.99 3.35 

专用设备指数 801074 - 4.15% 7.50% - - 

注：公司所处的微生物检测与控制领域、水中有机物分析领域等细分市场，国内不存在

主要生产相同产品的上市公司，同行业可比公主要选取医药机械装备行业相关公司。 

由上表可知，最近 30 个交易日公司累计涨幅达到 99.91%，显著高于同行业

上市公司及专用设备指数的涨幅；最近 5 个交易日，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达到

107.40%，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和所属行业平均水平；同时，公司滚动市盈

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公司提请投资者合理预期、理性判断，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3）股份减持情况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沈志林和叶星月于 2021 年 3 月 8 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7），计划减持所持部分公司。其中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沈志林计划在减

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 1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01%；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

监叶星月先生计划在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2,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10%。截止

目前为止，沈志林先生和叶星月先生尚未实施减持。 

经公司核实，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期未减持公司股份，且不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

计划。 

2、公司公告显示，公司细胞治疗产业化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尚未



开始实施建设。请说明公司目前是否有细胞治疗装备产品，相关产品

的具体用途，与公司原有产品的关系，形成的收入及利润情况，对应

的客户情况，是否用于细胞治疗及研究，并说明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

响。 

回复： 

（1）公司目前细胞治疗装备产品的生产现状 

公司目前没有专门针对细胞治疗药物装备的生产设备、生产人员和生产线，

主要根据样品研发及小批量市场订单的需求，采用现有制药装备生产线生产细胞

制备工作站、细胞无菌分装工作站，现有生产线不能很好的满足大批量生产的需

求。目前的年产能大约在 10-20 台左右，产能很小，生产的少量产品只是细胞制

备工作站、细胞无菌分装工作站。 

（2）公司细胞治疗装备产品的具体用途 

产品名称 产品用途 

细胞制备工作站 
主要是用于药物的制备过程中提

供全过程无菌环境 

细胞无菌分装工作站 
应用于药物试剂、中间品、最终产

品的无菌分装 

蜂巢式细胞培养系统 
主要应用于细胞培养。可与细胞工

作站配合使用 

智能化细胞培养箱 应用于自动化细胞培养 

全自动无菌检测培养系统 
应用于细胞药物质控环节中的无

菌检测 

注：细胞制备工作站、细胞无菌分装工作站等产品已经实现零星生产，蜂巢式细胞培养系统、智能化

细胞培养箱及全自动无菌检测培养系统主要为细胞制备工作站等产品做配套，目前只是完成样机生产。 

（3）公司细胞治疗装备产品与原有产品的关系 

公司在现有无菌隔离器等核心产品的基础上，集成了特定硬件模块或软件系

统等开发出细胞制备工作站、细胞无菌分装工作站，并开发了蜂巢式细胞培养系

统、智能化细胞培养箱及全自动无菌检测培养系统等配套产品，从而生产出满足

不同细胞制备工艺要求的成套设备，实现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产品应用领域的进一

步延伸和扩大，属于在原有产品、技术及生产工艺基础上的创新和业务拓展。 



（4）公司细胞治疗装备产品的销售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对部分客户实现了细胞制备工作站和细胞无菌分装工作

站的销售。但销售金额很低，最近三年公司细胞治疗装备产品销售的终端客户主

要包括上海药明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济南宜明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邦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医药集团生物治疗技术有限

公司等，根据公司了解，该等客户购置本公司细胞制备工作站和细胞无菌分装工

作站等细胞治疗装备产品后，主要用于细胞制备、质粒原液分装、无菌检查等细

胞治疗药物的相关研发工作，目前采购的产品主要是细胞制备工作站，该产品是

在公司原有的无菌隔离器的基础上集成了部分硬件模块或软件系统。 

鉴于目前该部分产品累计销售金额相对较小，因而暂时归类在隔离系列中核

算和列示。最近三年，公司细胞治疗装备相关产品产生的收入和利润情况如下： 

 

年份 产品 销售收入 毛利率 
占公司当年收入 

的比例 

2018 年度 制备工作站 101.97 55.87% 0.64% 

2019 年度 
制备工作站 428.69 50.30% 2.37% 

分装工作站 221.89 49.20% 1.23% 

2020 年度 制备工作站 380.09 56.62% 1.90% 

近年来公司细胞治疗装备相关产品的收入较小，占各年公司总收入的比重很

低，对公司整体业绩贡献很小。同时，公司的细胞治疗装备产品的销售目前主要

以细胞制备工作站为主，目前的产能很低，相关的技术水平能否达到客户的认可

具有不确定性，客户是否会持续购买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细胞

治疗产业化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尚未开始实施建设，且项目建设周期较长，未来

募投项目的下游市场发展、募投项目产品的市场开拓、募投项目的产能消化等均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综上，公司细胞治疗装备相关产品产能较小，近三年该产品产生的营业收入

较小，对公司整体业绩贡献很小，该产品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1 年业绩产生重大

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不要盲目炒作，注意投资风险。同时，敬请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在定期报告、募集说明书等已披露文件中披



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 

3、请核实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是否存在筹划中的重大事项。 

回复： 

公司通过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没有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4、请说明公司近三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机构调研、自媒体宣传，

以及投资者关系活动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或误

导投资者的情形。 

回复： 

公司近期未接受过媒体采访、机构和投资者调研，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通过全景网就 2020 年年度业绩等相关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与交流，详情

可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通过公司网站、微信公众号、外投资者关系管理电话及深交所互动易专区

回复的查询，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7 月 21 日，公司通过泰林生物微信公

众号发布 14 篇，通过泰林分析微信公众号发布 5 篇，主要内容是新产品信息、

展会活动、行业交流和党建活动等；回答互动易问题 29 条，回复对外投资者关

系电话 5 次。均严格按照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

的情形，亦不存在提前披露、应披露而不披露、误导性披露的情形。 

5、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除上述回复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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