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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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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
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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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琳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冠昊生物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23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利军

胡珺

电话

020 3205 2295

020 3205 2295

传真

020 3221 1255

020 3221 1255

电子信箱

ir@guanhaobio.com

ir@guanhaobio.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06,802,851.80

86,630,919.16

23.28%

15,439,827.34

17,056,145.82

-9.48%

9,438,629.20

14,398,394.41

-34.45%

29,799,141.06

27,844,336.17

7.02%

0.1208

0.1127

7.19%

0.06

0.07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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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

3.18%

-0.7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50%

2.69%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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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955,503.44

807,023,693.10

1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596,118,404.61

581,044,881.83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4157

2.3525

2.69%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说明
-22,420.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150,352.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4,244.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92,762.5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19,726.64

合计

6,001,198.1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47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广东知光生物科技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4.01%

59,244,822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华融·汇
其他
盈 32 号证券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

2.26%

5,587,066

蒋仕波

1.60%

3,948,242

1.43%

3,522,428

境内自然人

易方达资产－兴业
银行－易方达资产
其他
兴昊 3 号资产管理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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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数量
45,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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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文丰山川轮毂
其他
有限公司

1.25%

3,084,08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其他
七组合

1.24%

3,062,656

苏明

1.24%

3,051,50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其他
九组合

1.12%

2,771,621

季爱琴

1.02%

2,522,880

0.96%

2,371,976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诺安基金－建设银
行－中国人寿－中
其他
国人寿委托诺安基
金中证全指组合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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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保证了公司年度经营目标的完成和驱动业务收入增长：
1．产品营销与市场推广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营销团队建设，积极进行渠道整合和市场推广，公司自有膜类产品实现稳定增长。公司继续开
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免疫细胞储存市场推广活动，并积极开展区域细胞业务运营平台建设。
2．对外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对外投资项目如下：
（1）收购珠海祥乐 100%股权
2016 年 3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原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6 年 3 月 2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原报告书下发了《关于对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
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第 18 号)。公司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原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修订和完善，编制了《冠昊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具体内容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
2016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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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6 年 4 月 2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通知书》（160821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
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16 年 5 月 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0821 号），中
国证监会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回复。2016 年 6
月 7 日，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整理和回复，具体内容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2016 年 6 月 2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召开
的 2016 年第 45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
通过。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2）收购北京文丰 5%股权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600 万元收
购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知光持有的北京文丰天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 5%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188 万元）。
根据公司 2015 年制定的《2016-2020 年战略规划纲要》，公司将立足再生医学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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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格局，
即材料、细胞、药业+科技园。基于银屑病、湿疹的市场容量大，苯烯莫德相关产品的良好疗效，公司本次拟投资北京文丰，
是公司正式进军药业领域的开端，未来将形成以再生医学为核心的药业业务和资产布局，努力打造冠军单品，形成梯次接续
的创新产品储备库，并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形成新型的药业商业模式，实现药业领域的特色定位和创新地位。北京文丰是一
家专门从事化学新药研发的公司，拥有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新型非激素类免疫/消炎药物苯烯莫德和多靶点抗肿瘤化合
物米托噻咯的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二者均为未在国内外上市销售的国家 1 类化学新药，包括通过合成方法制得的原料药和
制剂。苯烯莫德是一种天然微生物代谢产物中分离出来的非激素类小分子化合物。该药物为全球首创，可以用于治疗多种自
身免疫性疾病，如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湿疹等，被国家科技部列为 “十二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目前，苯烯莫德产品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 24 家大型医院完成了临床Ⅰ-Ⅲ期试验和产业化的全部研发工作，将于近期进行
新药申请。临床结果显示，苯烯莫德药物具有治疗效果好、不良反应小等优势。该药不仅疗效优于阳性对照卡泊三醇制剂，
而且停药后复发率低，治愈后缓解期长，长期用药安全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6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对外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72。
3．产品生产及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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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质量信用 A 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报告期内，公司各类生物膜产品生产完工入库 5.2 万片，
确保了销售需求。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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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重要研发项目的进展及影响”。
在产品注册上，公司参股子公司优得清的脱细胞角膜植片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
器械注册证》，注册证编号：国械注准 20163460573，该产品适用于药物治疗无效需要进行板层角膜移植的感染性角膜炎患
者，有效期至：2021 年 3 月 27 日。报告期内，已经在云南、山东、广东、河北、福建完成了数例角膜移植手术，截止本报
告披露日术后效果良好，其中首例完成的患者经过观察期复查后视力恢复为 0.2，实现了脱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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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5 月 04 日，公司完成胸普外科修补膜（P 型）增加打孔规格许可事项变更，获得变更批件；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完成并提交胸普外科修补膜（B 型）增加打孔规格许可事项变更（受理号为更 20150590）的补充资料；2016 年 6
月 29 日，公司提交无菌生物护创膜（受理号为 CQY1600495）和 B 型硬脑（脊）膜补片（受理号为 CQY1600494）的延续
注册申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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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项发明专利，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3 项，实用新型专
利授权 1 项；目前公司累计拥有授权专利 93 项，包括发明专利 73 项，实用新型专利 20 项；2016 年度公司获得广东省知识
产权示范企业的认定，“无菌生物护创膜”发明专利获得广东省专利金奖。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获得政府补贴 884.41 万元，具体项目如下：
(1) 2016 年广东省协同创新与平台环境建设专项资金“冠昊生命与健康众创空间的建设”200 万元；
(2) 2016 年广东省协同创新与平台环境建设专项资金“冠昊生命健康孵化器（一期）建设”200 万元；
(3) 广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专项资金补贴 60.10 万元；
(4) 西藏冠昊企业发展奖励金 145.60 万元；
(5) 广东省再生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5 万元；
(6) 2015 年度省企业研究开发省级财政补助 104.6 万元；
(7) 2014 年广州市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专项资金 16.15 万元；
(8) 第十六届中国专利奖配套奖励经费 35 万元；
(9) 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广东专利奖金奖 10 万元；
(10) 科技保险补贴项目科技经费 7.8 万元；
(11) 广州市知识产权局专利奖 0.16 万元。
6．信息披露工作及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倡导“服务投资者、尊重投资者”的企业文化，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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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通过定期的年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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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良性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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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余个问题，回复合计 4 万余字；现场接待调研机构 3 批次，完成调研记录
3 篇。参加国信证券、申万宏源、东方证券、华泰证券等主流券商医药策略分析会十余次。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秘书周利军先生在“第十二届新财富金牌董秘”的评选活动中，荣获“金牌董秘”称号。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成本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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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或服务
生物型硬脑（脊）
膜补片

78,009,464.67

6,259,742.94

91.98%

4.08%

3.64%

0.03%

胸普外科修补膜

3,272,741.61

1,187,683.79

63.71%

28.00%

90.72%

-11.93%

无菌生物护创膜

1,812,094.87

713,982.82

60.60%

32.22%

24.34%

2.50%

B 型硬脑(脊)膜
补片

2,934,171.38

571,183.57

80.53%

6.69%

174.37%

-11.90%

乳房补片

109,425.28

72,873.48

33.40%

代理产品

11,879,549.21

6,762,274.25

43.08%

334.26%

289.02%

6.62%

4,371,915.25

4,927,016.76

-12.70%

211.47%

148.66%

28.47%

102,389,362.27

20,494,757.61

79.98%

19.38%

83.57%

-7.00%

细胞技术服务
合计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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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规模，实

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召开了第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有存货和营

现业务、财务一体化管理，提供更 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 业成本。无法准确计算受影响的报表
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根据《企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项目金额。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会
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结合公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
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发出存货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正》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发出库
的计价方法进行变更。本次变更前，则》
（2014 年修订）、
《创业板信息披露 存商品计价由先进先出法变更为加
公司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采用先进 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会计政策与会计 权平均法。由于公司产品品种、规格
先出法，变更后公司发出存货的计 估计变更》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 繁多，存货周转快，采用追溯调整法
价方法采用加权平均法。

计政策变更由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 不切实可行，故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
股东大会审议。

用未来适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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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股权取得 股权取得
股权取得成本
时点
比例（%） 方式

武汉北度生物科技 2016年1
31,410,627.00 60.2113
有限公司
月5日

购买日

购买日至期末 购买日至期末
购买日的
被购买方的收 被购买方的净
确定依据
入
利润

收购股权
2016年1月 工商手续
和增资扩
5日
变更日期
股

3,095,660.49

-1,910,214.71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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