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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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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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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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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0-32211255 020-32211255 

电话 020-32052295 020-3205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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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支撑公司战略发展的核心业务板块为材料、药业、细胞三大板块。材料领域主要产品有生物型硬脑（脊）膜补片、B型

硬脑膜补片、胸普外科修补膜、无菌生物护创膜、艾瑞欧乳房补片，以及珠海祥乐代理的人工晶体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神经

外科、胸普外科、眼科、皮肤科、骨科、整形美容科等。药业领域主要产品本维莫德，可治疗炎症性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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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湿疹等。细胞领域主要有细胞储存、细胞软骨治疗，及高端美容护肤品牌“零澜”、“昊·上清”等。 

报告期内，公司自有主要产品及其用途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分类 适用范围 

生物型硬脑（脊）膜补片 第三类植入性医疗器械 

1.颅脑、脊柱损伤后，硬脑（脊）膜的修补； 

2.脑、脊柱肿瘤术后，硬脑（脊）膜的修补； 

3.脑出血术后，硬脑（脊）膜的修补； 

4.颅内高压减压，椎管内减压，硬脑（脊）膜的修补； 

5.硬膜下血肿，硬脑（脊）膜的修补； 

6.其它有需硬脑膜替代或加强的病症，硬脑（脊）膜的修补。 

无菌生物护创膜 第三类植入性医疗器械 用于皮肤Ⅰ、Ⅱ度烧伤、烫伤及创伤、皮肤缺损所致深浅创面治疗。 

艾瑞欧 TM 乳房补片 第三类植入性医疗器械 
1.胸部软组织修补、固定、牵引； 

2.乳房植入体的包被、固定。 

胸普外科修补膜片 第三类植入性医疗器械 

1.胸外科手术有关组织的修补与重建； 

2.普外手术中有关组织的修补与重建； 

3.组织的固定、包埋、治瘘、防疝及缺损组织的修补。 

欣比克®本维莫德乳膏 化学药品第 1 类 轻、中度银屑病。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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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098,737,109.

35 

1,134,727,829

.20 

1,184,361,214.

78 
-7.23% 

1,149,347,790.

02 

1,149,347,790

.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783,920,552.56 

730,267,783.8

5 
730,267,783.85 7.35% 

711,406,354.4

8 

711,406,354.4

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88,981,886.96 
436,957,168.8

9 
436,957,168.89 11.91% 

437,886,453.7

2 

437,886,453.7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3,687,006.12 46,594,900.23 46,594,900.23 58.14% 

-465,329,816.6

3 

-465,329,816.

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1,145,907.07 34,207,341.80 34,207,341.80 49.52% 
-474,516,398.3

0 

-474,516,39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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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2,394,243.74 

103,839,533.0

9 
103,839,533.09 17.87% 92,545,564.17 92,545,564.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8 0.18 55.56% -1.75 -1.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8 0.18 55.56% -1.75 -1.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9.73% 6.46% 6.46% 3.27% -49.85% -49.8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8,441,392.59 133,958,685.49 109,590,960.17 116,990,84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47,093.30 21,977,387.34 19,554,289.44 13,908,23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117,136.00 15,764,118.58 12,071,544.99 7,193,107.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648,073.35 41,887,800.29 19,857,640.66 31,000,729.4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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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4,2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3,00

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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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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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44,822 

冻结 55,044,822 

北京世纪天富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0% 15,366,266 0   

蒋仕波 境内自然人 1.87% 4,95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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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4,382,100 0   

广州市明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6% 2,537,855 0   

李珊 境内自然人 0.94% 2,494,180 0   

周利军 境内自然人 0.80% 2,132,427 0 质押 1,960,000 

苗文成 境内自然人 0.44% 1,176,600 0   

季爱琴 境内自然人 0.42% 1,101,200 0   

上海南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南土资产诚品十五号私募证券
其他 0.41% 1,08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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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永明、林玲夫妇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通过广东知光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天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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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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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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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