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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8                              证券简称：冠昊生物                        公告编号：2019-043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冠昊生物  股票代码 3002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军会  陈茜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玉岩路 12 号  广州市黄埔区玉岩路 12 号 

电话 020-32052295 020-32052295 

电子信箱 ir@guanhaobio.com ir@guanhaobio.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7,678,163.19 195,195,652.74 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95,700.79 6,094,868.49 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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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029,898.03 -293,654.08 -931.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43,609.80 40,218,496.18 -117.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4% 0.52% 0.2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588,078,587.41 1,639,062,211.74 -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55,837,561.14 1,154,172,412.27 0.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8,3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知光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76% 55,044,822 0 

质押 41,290,000 

冻结 15,871,612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信－

弘瑞29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3.71% 9,847,159 0   

北京世纪天富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8% 9,766,266 0   

寇冰 境内自然人 2.87% 7,612,281 7,612,281 质押 7,612,281 

浙商金汇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浙

金•冠昊生物 1号

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2.80% 7,424,901 0   

华融国际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华

融•汇盈 32 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2.00% 5,300,000 0   

广州市明光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1% 5,074,855 5,074,855 质押 5,074,855 

蒋仕波 境内自然人 1.88% 4,978,440 0   

深圳物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格

物致知壹号契约

型定向投资基金 

其他 1.44% 3,806,140 3,806,140   

周利军 境内自然人 0.99% 2,612,427 2,537,427 质押 2,6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广东知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其通过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

弘瑞 2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产品增持公司股份；张永明、林玲夫妇是公司的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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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通过北京世纪天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

弘瑞 2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产品增持公司股份；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浙金•冠

昊生物 1 号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产品。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它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广东知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1,394,822 股外，还通

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6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5,044,822 股；北京世纪天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66,266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5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766,266 股；公司股东季爱琴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30,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2,330,000 股；公司股东晨镒（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磐梓

镒晟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6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60,000 股；公司

股东寿永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0 股外，还通过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43,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43,3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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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医疗器械业 

2019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积极贯彻公司战略规划，围绕年度经营工作计划，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实现公司平稳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767.8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39%；利润总额为653.5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2.04%，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59.5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1.03%。影响公司损益的主要因素如下： 

1.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进行生物材料板块及眼科市场营销渠道优化和市场推广，营业收入实现持续稳健增长，公司膜

类及神经外科代理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人工晶体产品因招投标价格及中美贸易战关税影响，销售量同比增长33%但

销售收入同比基本持平，导致营业成本同比增长41.28%，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利润。 

2. 报告期内，公司新药产品本维莫德乳膏正在积极进行生产管理及营销渠道建设，尚未实现正式销售，本报告期亏损

增加，影响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82.45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在营销工作方面，在新的营销组织架构下，加强营销队伍建设，针对产品特点、市场特点，进一步提高市场组织能力。 

生物材料板块：报告期内，生物材料板块作为公司核心业务，保持稳定的持续发展能力。神经外科系列产品较去年同期

增长显著，新一代脑膜产品冠朗较去年同期增长达98%；颅内压监护仪较去年同期增长49%，客户满意度达到100%；无菌生

物护创膜较去年同期增长116%；胸普外科修补膜较去年同期增长30%；新增脊膜产品线，成功打造学术体系，并在上半年

实现销售突破；乳房补片在使用方向也有重要突破，未来产品线将更加丰富。 

眼科板块：报告期内，珠海祥乐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8,191.55万元。随着国家“三医联动”，国家医保局角

色突出，“4+7”带量采购政策出台，药械市场将面临大改革。上半年医保局召集各省招标办座谈，未来将把产品标准化、价

格集中管控，珠海祥乐的人工晶体定位清晰，借此有利形势将进一步巩固市场；爱舒明产品投标主体变更工作基本结束，使

爱舒明在各地的销售稳步提升；上半年参加了1场全国性学术会议、5场省级及地区学术会议，通过学术交流加大对产品的推

广力度，并积极与核心经销商沟通座谈，寻求长期稳定的合作模式，持续提升销售业绩；美国TEKIA人工晶体临床试验按计

划进展，预计上市以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推动市场份额的较快增长。 

细胞/干细胞板块：报告期内，细胞板块积极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业务发展与合作模式，实现营业收入1,072.62万元。

报告期内，细胞业务板块根据集团营销中心的统一部署，积极开展业务整合与团队融合，构建了新的业务团队架构和部门职

责，提出了以“产品+服务”的市场营销定位，为客户创造更多差异化的价值；积极探索细胞发展新模式，组建了全国客服中

心，为区域运营中心提供专业技术培训服务、医学支持服务及客户回访服务等专业服务；积极与国内优秀的三甲医院开展临

床项目合作，推进细胞/医美项目的临床研究与应用。以“零澜”为代表的日化线品牌及以“昊·上清”为代表的专业线品牌均获

得市场的充分认可，2019年3月第一次参加广州美博会就受到行业的广泛关注，“细胞活肤”的品牌理念逐渐在消费者心目中

形成影响。 

药业板块：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文丰和中昊药业拥有1类新药本维莫德产品大中华区专利。报告期内本维莫德乳膏产品

获批《药品注册批件》和《新药证书》，各大媒体轮番报道；中昊药业通过GMP认证，可以满足本维莫德乳膏的批量生产，

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4月参加了在珠海举办的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年会，大会为公司设立了专题会场，本维莫德产品亮相展

台，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药业事业部已组建独立的皮肤科市场专属营销团队，该团队正在进行本维莫德乳膏上市前市场营销

准备工作。 

科技孵化板块：报告期内，冠昊科技园园区企业总量已达90多家，现有三个园区招商工作已初步完成。其中近半数为海

归创业项目，包括2家发达国家院士创业项目，5家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创业项目，9家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企业以及1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报告期内，冠昊科技园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论坛上，荣获“广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二十

强称号”；此外，冠昊科技园还荣获“第二届中国孵化器TOP粤港澳优秀孵化器特奖”称号、第二届“寻找100家特色空间（产

业孵化）”奖项及入编《中国特色空间白皮书2019》。 

在研发知识产权方面，公司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体系及无形资产保护，新申请了2项发明专利，1项国外发明专利授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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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目前公司累计拥有授权专利98项，包括发明专利81项，实用新型专利17项；拥有商标注册证165项。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知识产权贯标广州市资助；获得2018年度科技保险补贴；获得2019年广东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

企业；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顺利通过验收。报告期内，公司研发项目进展顺利，生物硬脑膜修复材料项目的各项技术验证实

验进行中；软骨再生性材料实验开展中。 

在生产方面，公司生产的再生型生物材料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公司始终把产品质

量放在第一位，严格按国家法规和质量规范要求，组织和规范企业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工作，建立、实施和保持涵盖研发、

采购、生产、检验、销售等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公司持续贯彻和加强“全员参与、全过程管理”的质量意识，

保证了产品的安全性和质量的稳定性。报告期内公司被评定为“广东省2018年度质量信用A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在团队建设方面，2019年公司继续围绕“3+1”发展战略开展人才选聘和培育工作。通过举办营销骨干人才训练营，加强

对营销团队中关键岗位和骨干员工培养、考核与激励，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团队活力和员工积极性，增加人力资本的累积，

实现以人才促战略。组织优化方面，将全集团优质人才资源和组织能力向营销体系尤其是新业务板块集中，提供平台让优秀

人才在组织内充分实现自我价值。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通过奖励优秀、树立标杆、鼓励创新等方式开展文化宣贯和学习，

将企业文化理念深入日常管理制度和文化活动中，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引导作用和融合作用。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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