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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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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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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卫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利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雪斌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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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23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利军

胡珺

办公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玉岩路 12 号

广州市萝岗区玉岩路 12 号

电话

020 3295 2205

020 3295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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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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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97,930,897.35

106,802,851.80

8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698,188.86

15,439,827.34

6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9,125,710.69

9,438,629.20

102.63%

1,072,869.17

29,799,141.06

-96.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6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6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

2.46%

-0.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1,613,412,277.02

1,636,692,595.19

-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01,682,225.66

1,388,145,390.63

0.9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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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知光生物科
境内非国有法人
技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0.76%

55,044,822

2.87%

7,612,281

华融国际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华
融·汇盈 32 号证 其他
券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2.00%

5,300,000

广州市明光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咨询有限公司

1.91%

5,074,855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新常态灵活 其他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66%

4,398,736

蒋仕波

1.52%

4,020,000

深圳物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格
其他
物致知壹号契约
型定向投资基金

1.44%

3,806,140

易方达资产－兴
业银行－易方达
其他
资产兴昊 3 号资
产管理计划

1.33%

3,522,428

朱卫平

1.18%

3,128,807

1.16%

3,081,874

寇冰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唐山文丰山川轮
境内非国有法人
毂有限公司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53,941,500 质押

数量
47,890,000

7,612,281

5,074,855 质押

5,074,855

3,806,140

2,34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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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知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朱卫平持有广东知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寇冰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易方达资产－兴业银行－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方达资产兴昊 3 号资产管理计划是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产管理产品。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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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季爱琴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50,000 股，合计持有 2,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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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医疗器械业
公司立足再生医学产业，拓展生命健康相关领域，嫁接全球高端技术资源，持续在生物材料、细胞干细胞、药业以及先
进医疗技术、产品业务领域布局，核心业务形成材料、细胞、药业+科技孵化的“3+1”格局。2017年上半年公司持续推动“3+1”
战略落地，实现现有单体公司向集团公司的转化，从集团管控功能升级、业务单元辅助功能落地两个方向实施分层管理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稳定增长，实现营业收入19,793.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5.32%，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569.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6.44%，主要原因是新增合并范围珠海祥乐所致，影响公司净利润的主要原因如
下：
1.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的联营企业亏损影响公司投资收益-686.02万元，投资亏损同比增加416.75万元。亏损原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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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州优得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续加大脱细胞角膜植片的市场营销推广工作；北昊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继续
加强细胞业务战略布局，报告期投入增加所致。
2. 报告期内，并购的控股子公司尚处于研发阶段或新产品上市推广阶段，未能产生盈利，累计亏损440.25万元，影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30.91万元。
3. 报告期内，公司膜类产品中胸普外科修补膜及乳房补片产品收入增长较快，同比增长51.16%，但因“二票制”推行
影响，硬脑（脊）膜补片销售收入略有减少，同比下降26.70%。
报告期内，公司半年度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
1.生物材料板块
报告期内，明确了生物材料板块三年发展战略，生物材料板块将持续在再生医学领域发挥动物源性再生医学材料技术平
台优势，同时加快新技术的扩展与研发合作，加快产品研发速度，提升研发效率。生物材料板块依据发展战略明晰了该板块
架构，同时展开各类资源配置的持续优化。通过对现有产品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顺应行业政策制订相应的市场策略，
实现良好的终端销售，其中胸普外科修补膜较去年同期销售增长显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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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6万元。通过与核心经销商建立长期稳定的销售合作模式，
定期举办个性化的市场推广活动、参加3场全国学术会议、7场省级及地区学术会议等举措提升销售业绩、推广新产品上市；
爱锐晶体产品完成产品续证工作，并取得新代理产品爱舒明晶体的注册证，不仅稳固现有产品，同时丰富公司的产品线，将
为公司下半年带来新的销售增长。
报告期内，广州优得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搭建完毕营销团队，确立营销模式，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新拓展经销商10多家，
实现营业收入310万元。优得清角膜在云南、广东、福建、湖北、北京等十多个省份开展了角膜移植手术；在云南、江苏等
地建立了多个优得清角膜地区移植中心，提供了转诊配套服务；参加3场全国学术会议、10多场省级及地区学术会议，得到
了参会角膜医生及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角膜病学组专家的认可，人工角膜是未来行业发展的机会和方向。下半年的主要工作
是继续建立地区移植中心、开发经销商客户、开拓合作医院、提升已开发医院手术量，保持销售收入环比高增长。
3.细胞板块
细胞事业部围绕“夯实基础、整合团队、探索模式”的理念抓紧研发生产，努力开拓市场，完成销售任务。受外部政策
影响，虽然仍未能全面打开市场，但在重大研发项目布局、营销渠道战略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报告期内，公司细胞
业务共实现营业收入350.38万元。
4.药业板块
公司参与投资的北京文丰天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拥有1.1类新药苯烯莫德产品大中华区专利，报告期内已向CFDA提交了
新药申请，CFDA组织专家对申请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进行了审核论证，苯烯莫德乳膏（受理号：CXHS1600008）已列入
拟优先审评品种中。为确保新药获批后能快速进入市场，药业板块已开始组建皮肤科市场营销团队，配合产品开发进程，提
前展开皮肤科市场营销工作，目前已初步完成产品定位、市场策略、销售策略等营销计划。报告期内，营销中心共参加了一
次全国药交会、一次全国专业学术会、一次中南六省的专业学术会。
通过定向增发方式，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致力于发展成为抗感染精准诊疗产品提供商的惠迪森药业，
公司提交的《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已经被中国证监会予以受
理，于2017年2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并于报告期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
门提交了反馈意见。收购惠迪森是落实公司战略发展纲要的具体实践，也是公司在药业领域发展的具体体现，有利于增强公
司在药业领域的营销能力，持续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实力。
5.科技孵化板块
冠昊科技园全面践行“上市公司+孵化器+产业基金”的专业创新孵化模式，致力打造国内最专业的产融互动生命健康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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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深孵化平台，做到高效链接与精准孵化，开创创业项目的整体解决方案和产业化转化的打包服务模式。不但为入孵企
业提供办公经营的场地，还为其提供研发、中试场地和公共实验室，并配备了知识产权、临床试验、动物实验、注册报批、
质量体系、市场拓展、融资、商务（法律、财务、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等各种创业服务，满足企业从入驻、研发到产业转
化过程中各类创业需求，让企业可以专心从事研发工作，加快成果转化的进程。
此外，科技园开创以"创业课堂+创业论坛+创业大赛+创业训练营“四创孵化体系为孵化载体，以专业的”创业导师-创
业辅导员-创业联络员”为服务支撑，打造覆盖“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全孵化链条。报告期内共举办1季创
业大赛、1期创业训练营、10余次创业课堂，协办各类高端行业峰会等活动。
目前，科技园在孵企业五十余个，引进及孵化培育含法国院士创业企业、“千人计划”专家创业企业、省重点专项企业、
珠江人才创业企业、广州开发区领军人才创业企业等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企业项目涉及肿瘤细胞治疗、蛋白质重组、可吸
收生长因子复合敷料、生物型人工眼角膜等高新技术领域，多个项目完成融资。报告期内获得广东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认定。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于2017年2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63753号】，公司收
到反馈意见后，积极组织各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所提出的问题逐项

核查并进行回复。2017年3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根据证监会反馈意见的要求对原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修订和完善，具体内容于2017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经将反馈意见回复报送至证监会。
（三）产品生产及规范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国家法规和质量规范要求进行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和维护，保证了产品的安全性和质量稳定性。
公司被评定为“广东省2016年度质量信用A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B型硬脑（脊）膜补片顺利完成延续注册换证工作。报告
期内，公司各类生物膜产品生产完工入库40,919片，确保了销售需求。
（四）产品研发及注册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研发工作按计划进展顺利，具体详见本节“重要研发项目的进展及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B型硬脑（脊）膜补片的延续注册（注册证编号为国械注准20173460670）；公司提交生物型硬脑（脊）
膜补片（受理号为CQY1700168）的延续注册申请正在审评中。
（五）知识产权保护、科技项目申报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体系及无形资产保护，共申请了2项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2项商标注册
证，2项续展商标证。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获得政府补贴538万余元，具体项目如下：
政府补助项目

本期新增补助金额

广州市财政局研发经费后补助款

724,000.00

2016年度企业研究开发省级财政补助项目资金

916,600.00

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局2017年度第二批知识产权资助经费

120,000.00

财政局知识产权局拨付款

40,000.00

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局2017年广州市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经费

724,000.00

广州开发区发展改革和金融工作局上市企业再融资奖励资金

450,000.00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拨付款

150,000.00

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局2016年第十八届中国专利优秀奖知识产权配套奖励经费

280,000.00

5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安全示范企业奖励金

3,000.00

广州市知识产权局第十八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500,000.00

知识产权贯标款

100,000.00

知识产权局贯标认证后补助

50,000.00

知识产权贯标款

100,000.00

知识产权局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贯标认证后补助

50,000.00

广州市科创委2016年研发经费后补助

16,400.00

开发区科技创新局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

16,400.00

广州财政拨付

28,300.00

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局关于孵化器管理机构推动入驻企业申请发明专利奖励经费

140,000.00

知识产权局2017广东省高新区及孵化器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经费

200,000.00

孵化器认定奖励

500,000.00

购买孵化和技术服务补贴

121,800.00

创业导师工作补贴

150,000.00

合计

5,380,500.00

（六）信息披露工作及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一直将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工作中的重点，报告期内不断积极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非常重视与投资者的
沟通，积极开展主动信息披露方式，有助于投资者更好的了解公司经营管理水平、把握公司未来发展方向，更为投资者提供
了通过管理层角度进一步透视公司经济实质的机会，从而满足投资者对信息相关性和前瞻性的更高要求。
公司不仅通过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方式作为与投资者沟通的手段，同时积极构建多元化的投资者管理沟通平
台，通过投资者热线、互动易平台、网上业绩说明会、参加券商组织的投资者交流活动、邮件沟通等多种方式与投资者保持
良好沟通交流，平等对待全体投资者，保障所有投资者享有知情权及其他合法权益，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报告期内
累计接听投资者热线50余次；书面回复互动易提问180余个问题，回复合计2万余字；现场接待调研机构2批次，完成调研记
录2篇；参加主流券商医药策略会15次。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秘书周利军先生在“第十三届新财富金牌董秘”的评选活动中，荣获“金牌董秘”称号；在约调
研&腾讯证券举办的第二届最受机构投资者欢迎百佳董秘评选中，荣获“百佳董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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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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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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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明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期设立了山东鑫昊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办妥工
商设立登记手续，截止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山东鑫昊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到股东投入的资本 1,000,000.00 元。本公司拥
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公司控股子公司冠昊生命健康科技园有限公司本期设立了广东昊赛建筑装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截止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尚未投入资金。本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
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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