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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18                证券简称：博晖创新                公告编号：定 2022-04 

北京博晖创新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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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无 无 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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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晖创新 股票代码 3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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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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海锋  

电话 010-8885016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生命园路 9号院  

电子信箱 dsh@bohui-tech.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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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3,312,572.13 348,687,386.53 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779,242.36 -16,126,998.88 -2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1,261,993.31 -25,095,368.82 15.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109,996.14 -7,742,950.06 -159.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2 -0.0197 -22.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2 -0.0197 -22.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5% -1.25% -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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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8,035,030.92 3,690,026,740.04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43,608,802.83 974,752,736.01 48.1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45,02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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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江涛 
境内自

然人 
39.03% 318,811,388 0 质押 12,000,000 

郝虹 
境内自

然人 
12.59% 102,809,951 0   

杨奇 
境内自

然人 
4.03% 32,896,854 0   

杜江虹 
境内自

然人 
3.00% 24,478,560 18,358,920   

梅迎军 
境内自

然人 
1.49% 12,153,7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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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雨 
境内自

然人 
0.85% 6,959,818 0   

香港中

央结算

有限公

司 

境外法

人 
0.58% 4,713,991 0   

顾春宇 
境内自

然人 
0.54% 4,400,100 0   

刘彩玲 
境内自

然人 
0.49% 4,000,000 0   

刘合普 
境内自

然人 
0.35% 2,836,24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杜江涛与郝虹为夫妻关系，杜江涛与杜江虹为姐弟关系，其他股东未知是否

有关联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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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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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1、公司副总经理牛树荟女士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减持公司股份 23.8 万股，减持均价 9.62 元/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的 0.0291% 。详情请查看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的产品呼吸道病原体六重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腹泻病毒五项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

探针法）、全自动实时荧光核酸芯片检测仪取得 CE 认证证书。详情请查看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公司的产品猴痘病毒和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猴痘病毒和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取得 CE 认证证书。详情请查看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4、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项目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

司河北大安及其下属子公司云南博晖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累计总额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的项目贷款授信额度（最终以

各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核准的信用额度为准），贷款期限不超过 5 年。详情请查看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5、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该议案经 2022 年 6 月 24 日召

开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北大安及其下属子公司云南博晖、控股子公司广东卫伦提

供总金额不超过 6.5 亿元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担保。 详情请查看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6、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期投资建设内蒙古和林格尔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基地的议

案》 （该议案经 2022 年 6 月 24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新任董

事长的议案》及《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经 2022年 6月 24日召开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同意选举沈治卫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补选董海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与

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详情请查看公司于 2022年 6月 2日、2022年 6月 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7、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大安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同意上述产品“变更生产工艺”。详情请查看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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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大安收到河北省科学技术厅、河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自认定当年起连续三年内（2021 年至 2023 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详情请查看公司

于 2022年 3月 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9、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大安下属富源博晖单采血浆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取得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发的

《单采血浆许可证》，准予执业。详情请查看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0、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河北大安以

现金对其全资子公司云南博晖增资 1 亿元，增资完成后，云南博晖的注册资本将由 2 亿元增至 3 亿元，河北大安仍持有

云南博晖 100%股权。详情请查看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1、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大安完成增加其注册资本至 114,591.43 万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由石家庄市鹿泉

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营业执照》。详情请查看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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