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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80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公告编号：2017-001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7]370 号)同意，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卫光生物”，证券代码为“002880”。本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的2,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自2017年 6月 1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

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

未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公司近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

他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

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2014年度、2015年度、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瑞

华审字[2017]48230001 号)根据上述报告，公司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http://gw.yjbys.com/tongzhi/
http://gw.yjbys.com/yijian/
http://gw.yjbys.com/baogao/


2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资产总额 90,987.95 85,596.53 76,959.20

负债总额 40,343.78 46,225.05 46,073.12

所有者权益合计 50,644.17 39,371.47 30,886.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0,644.17 39,371.47 30,886.08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56,613.66 50,094.43 45,277.33

营业利润 16,855.72 13,908.99 11,110.98

利润总额 17,947.69 14,564.53 11,784.70

净利润 15,322.70 12,485.51 10,054.1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22.70 12,485.51 10,054.15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94.67 11,931.72 9,481.05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40.57 15,008.99 13,416.5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0.32 -8,193.01 -3,118.7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42.21 -8,046.67 -5,982.1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额 -3,931.96 -1,230.68 4,315.67

（四）主要财务指标

以下财务指标除特别注明外，均为合并报表口径。

财务指标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比率 1.61 1.30 1.01

速动比率 0.28 0.41 0.3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3.39% 53.44% 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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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

占净资产的比例
0.31% 0.46%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6.25 4.86 3.81

财务指标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12.52 225.33 249.99

存货周转率（次） 0.93 1.03 1.06

利息保障倍数 11.34 7.02 5.80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20,068.27 17,372.93 14,654.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1.89 1.54 1.2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2.22% 34.31% 35.59%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1.56 1.85 1.66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49 -0.15 0.53

四、2017 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所处行业未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公司正常经营，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业务人员保持稳定，亦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公司截止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2017 年 1-3 月的经营成果以及

现金流量情况，已经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瑞华阅

字【2017】48230001 号《审阅报告》。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及 2017 年 1-3 月

的主要经营状况如下：

公司资产总额为 99,636.40 万元，负债总额为 53,624.03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46,012.37 万元；2017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14,849.16 万元，较 2016 年 1-3 月增长 7.78%；2017 年 1-3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3,468.20 万元，较 2016 年 1-3 月增长 1.80%；2017 年 1-3 月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41.68 万元，较 2016 年 1-3

月增长 1.71%。

公司预计 2017 年 1-6 月营业收入将在 2.70 亿元-3.10 亿元，较 2016 年 1-6

月增长-5.80%-8.15%；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800 万元-8,000

万元，较 2016 年 1-6 月增长-9.32%-6.68%；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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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500 万元-7,700 万元，较 2016 年 1-6 月增长

-7.36%-9.74%。（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但已经公司会计师审阅。）

五、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法律法规政策限制血液制品生产销售的潜在风险

血液制品是以健康人血浆为原料，采用生物学工艺或分离纯化技术制备的生

物活性制剂。基于血液制品主要原料的生物属性，理论上仍存在基于现有的科学

技术水平，未能识别并去除某些已知或未知病原体的可能性。

如果未来发现人血浆中含有目前未知的病原体或者其他可能引发血源性传

染病的危险因子，依靠现有科技水平无法筛查、去除或灭活，将可能导致国家政

策或法律禁止或限制血液制品的生产和销售，本公司将有不能继续进行血液制品

业务生产经营的风险。

（二）产品安全性导致的潜在风险

本公司虽然在血浆采集和生产过程中，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体系，按

照相关规定要求，对原料血浆进行检测，在生产工艺方面也采取了筛查相关病原

体、去除和灭活病毒的措施，但理论上仍存在传播某些已知或未知病原体的潜在

风险。

如果公司生产的产品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出现血源性疾病传播等重大医疗事

故，若被监管部门认定本公司负有责任，将可能存在导致公司承担产品召回、停

业整顿甚至吊销经营许可的行政法律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赔偿等民事法律责任的

潜在风险。

（三）合规风险和合规成本增加的风险

血液制品行业从原料血浆采集到血液制品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均受到严格的

监管，监管政策包括：单采血浆站设立审批和单采血浆站管理制度、原料血浆检

疫期制度、药品质量受权人制度、产品批签发制度等。目前本公司严格遵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进行生产经营，但仍存在对于未来国家行业监管政

策的变化或其他原因，公司未能及时发现管理漏洞，及时完善管理制度，因而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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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未来国家行业监管政策发生变化，将可能造成经营成本提高，如

检测费用提高、生产周期延长、人力成本增加等,因而存在导致本公司合规成本

增加从而影响公司盈利的风险。

（四）商品价格变动风险

2015 年 6 月 1 日前，国家对药品价格按类别分别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

价或者市场调节价。对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以及虽未列入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但具有垄断性生产、经营的药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

指导价；对其他药品，实行市场调节价。

2010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调整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价药品目录》。

除乙肝人免疫球蛋白、组织胺人免疫球蛋白等少数品种外，人血白蛋白、人免疫

球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

人凝血因子Ⅷ、人凝血酶原复合物、人纤维蛋白原等血液制品均被列入该定价目

录中。

2015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家卫计委、人保部等多个部门发布《关于

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取消包括血液制品

在内的绝大多数药品的价格管制措施。2015 年第四季度起，公司部分产品价格

进行了调整。未来国家对血液制品的价格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动，市场供求状况也

可能发生变化，公司产品的价格存在波动甚至下降的风险。

（五）血液制品的市场供给、需求产生重大变化的风险

随着临床适应症的增加，血液制品正被越来越多的重大疾病所需。在临床治

疗中，血液制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整体仍处于供不应求的市场形势。随

着国内血液制品行业采浆量的逐年增长，如果行业采浆增长速度增加过快导致血

液制品行业供应大幅度增加，而国内对于血液制品产品的需求不能同步增加，将

存在血液制品产品供给过剩的风险。

随着医疗科学和生物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基因工程技术、重组蛋白或者其

他领域的重大突破，可能在临床上实现与血浆提取物相似的治疗效果，从而对血

液制品产生替代作用，因而存在血液制品的市场需求发生重大变化的风险。

（六）操作不当导致生产经营受到不利影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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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不断健全内部控制管理机制，完善操作流程，强化质保质控，减少

操作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尽管本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要求，结合生产

工艺、生产流程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操作规程并执行，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因疏忽大

意或者主观故意引起的操作失误、系统故障或者其他问题，且未能被内部控制系

统发现、阻止和修正，从而带来经济损失、法律纠纷或违规风险的可能性。

（七）非因本公司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的偶合医疗事件导致对本公司生产经营

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本公司生产的血液制品属于生物制药的范畴，通过将血浆中不同的蛋白组分

分离后制备成各种产品，针对不同病症使用。然而，使用本公司产品的患者具体

情况存在差异，医疗不良事件的发生本身存在一定概率，也不能排除患者使用本

公司合格产品与发生医疗不良事件之间的偶合性。

由于现有医学水平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某些情况下不能客观识别或判断导

致医疗事故的具体因素，因此，医疗事故的发生与本公司产品之间存在联系抑或

存在偶合也将难以客观识别或区分。尽管偶合性的医疗事故发生的客观原因可能

与本公司产品无关，但仍存在给本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

（八）销售渠道风险

公司客户主要为通过 GSP 认证的药品经营企业，并与本公司保持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如果公司客户因违反法律法规导致其 GSP 证书被撤销、被暂停营业

或被吊销营业资格，公司的销售渠道、市场布局可能因此发生变化。尽管市场对

公司产品的需求较高，公司可通过增加新客户、提高对现有客户的产品供应等措

施来应对，但公司的产品销售仍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

特别关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并

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