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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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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险因素”中说明了可能对公司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 
康希诺 688185 无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 
康希诺生物 06185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崔进 - 

电话 022-58213766 - 

办公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南大街

185号西区生物医药园 
- 

电子信箱 ir@cansinotech.com -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1,989,097 11,874,187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00,245 7,995,046 -3.6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629,790 2,061,455 -6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38 937,133 -9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6,769 899,267 -106.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3,519 768,523 -257.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5 14.32 减少14.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5 3.7872 -98.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5 3.7872 -98.6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51.80 27.49 增加24.31个百分点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4,35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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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

融通借

出股份

的限售

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数

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39.63 98,067,097 - - 未知 - 

XUEFENG YU（宇学峰） 境外自然人 7.22 17,874,200 6,284,017 - 无 0 

朱涛 境内自然人 7.22 17,874,200 17,874,200 - 无 0 

DONGXU QIU（邱东旭） 境外自然人 6.92 17,114,200 6,030,683 - 无 0 



HELEN HUIHUA MAO（毛

慧华） 
境外自然人 6.14 15,195,441 4,409,500 - 无 0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1 5,212,387 - - 无 0 

天津千益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0 3,474,600 3,474,600 - 无 0 

刘建法 境内自然人 1.35 3,336,667 3,928,800 - 无 0 

天津千睿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3 3,299,475 3,299,475 -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9 1,712,986 - -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XUEFENG YU（宇学峰）、朱涛、DONGXU QIU（邱东旭）、HELEN 

HUIHUA MAO（毛慧华）、天津千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天津千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关

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XUEFENG YU（宇学峰）、朱涛、DONGXU QIU（邱东旭）、HELEN HUIHUA 

MAO（毛慧华）、SCHELD Holding Limited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未变更，为 XUEFENG YU（宇学峰）、朱涛、DONGXU QIU（邱东旭）、

HELEN HUIHUA MAO（毛慧华） 

变更日期 2022年 1月 

信息披露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月28日公司于上交所（www.sse.com.cn）

发布的《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调整 H股持股方式及签署<一致行

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2022年 1月，出于资产规划目的，HELEN HUIHUA MAO（毛慧华）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 1,138,759

股 H 股调整为通过其实际控制的 SCHELD Holding Limited 持有。SCHELD Holding Limited 与公

司实际控制人 XUEFENG YU（宇学峰）、朱涛、DONGXU QIU（邱东旭）、HELEN HUIHUA MAO（毛慧华）

于 2022年 1 月 26日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 SCHELD Holding Limited 无条

件地同意承继 HELEN HUIHUA MAO（毛慧华）在《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全部义务，《一致行动人协

议》项下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出具的《全球和中国疫苗行业报告》中的相关预计，新冠疫苗接种率的

提高有助于加强疫情管控，加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由大流行阶段进入局部流行阶段，未来新冠疫

苗接种需求主要由加强针，高危人群的年度接种，新生儿的预防性接种，以及局部地区疫情流行

造成的管控需要所组成。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各国的努力下，全球疫苗接种人数在 2021 年快速增长，并预

计在 2022年保持上升趋势，但未来疫苗接种的推进难度将会加大，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的增速将

逐渐放缓；同时，随着更多新冠疫苗产品的上市，市场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未来供应价格可能

会呈现下降趋势；此外，人们对于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及持久力等要求亦会更加严苛，给行业

相关企业的整体运营带来更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