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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2                          证券简称：沃森生物                          公告编号：2022-067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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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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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森生物 股票代码 30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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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荔 杨永祥 

电话 0871-68312779 0871-68312779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科园路 99号鼎易天城 9

栋 A 座 19 楼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科园路 99号鼎易天城 9

栋 A 座 19 楼 

电子信箱 ir@walvax.com ir@walv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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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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8,043,658.72 1,349,755,356.04 7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1,009,218.81 319,196,558.92 3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80,763,111.40 239,823,690.27 10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2,263,407.21 -10,931,112.51 3,779.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29 0.2048 28.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24 0.2016 3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1% 4.54%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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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78,622,923.36 13,674,114,325.61 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56,352,343.43 8,484,232,085.82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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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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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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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俊辉 境内自然人 4.71% 75,427,555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4% 48,646,618 0   

杨更 境内自然人 1.89% 30,319,900 0 质押 6,900,000 

李云春 境内自然人 1.69% 27,150,181 27,150,181 质押 2,310,000 

王庆辉 境内自然人 1.64% 26,35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国证

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6% 24,979,27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

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3% 24,432,666 0   

玉溪高新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24,038,398 0   

成都喜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23,656,807 0   

陈尔佳 境内自然人 1.41% 22,651,7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陈尔佳先生与杨更女士系夫妻关系；成都喜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李

云春先生控制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法人，与李云春先生系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1、公司股东刘俊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4,902,955 股外，还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524,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5,427,555 股。 

2、公司股东杨更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8,989,600 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30,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0,319,900 股。 

3、公司股东陈尔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340,840 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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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10,884 股，实际合计持有 22,651,72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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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公司是专业从事人用疫苗等生物技术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生物制药

企业，在以新型疫苗为代表的生物技术药细分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经过二十余年的发

展，公司已形成了结构优良、品种丰富的产品管线，是中国首家、全球第二家自主研发并

成功上市13价肺炎结合疫苗的厂家，也是目前全球唯一同时拥有13价肺炎结合疫苗和HPV

疫苗的厂家。公司构建了国内领先的疫苗研发和产业化技术平台，聚集了一大批中西合璧

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获得了一批国家“863计划”和“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支持，与国内多个科研院所、高校和盖茨基金会等国际著名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的自主疫苗产品为：13价肺炎结合疫苗（西林瓶型和

预灌封型）、双价HPV疫苗（西林瓶型和预灌封型）、23价肺炎疫苗（西林瓶型和预灌封

型）、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西林瓶型和预灌封型）、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

疫苗、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和吸附无细胞百白

破联合疫苗共8个产品（12个品规）。上述疫苗产品主要用于预防由特定病原微生物感染

所引起的相关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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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半年，在公司总体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公司聚焦疫苗产业，持续深入推进公

司进口取代、全面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和落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优

化资源配置，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管理计划，切实贯彻落实各项经营任务，集中优势资源推

动核心业务的发展。 

1、产品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新冠疫情给常规疫苗接种带来的困难和影响，持续加强营销管

理，充分发挥产品品牌和产品质量优势，适时调整销售策略和侧重点，集中精力聚焦13价

肺炎结合疫苗等重磅产品推广和销售；子公司玉溪泽润双价HPV疫苗于3月获得《药品注

册证书》后，公司加快对国内重点区域的准入，从销售体系建设、消费者教育、终端服务

和渠道布局多维度着力打造产品品牌和市场影响力，力争快速提升国内市场覆盖率和渗透

率。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4,804.3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3.96%，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100.9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90%。 

2、产品生产 

2022年上半年，子公司玉溪沃森13价肺炎结合疫苗获得批签发3,731,508剂，较上年同

期增长39.68%。上半年，玉溪沃森部分产品生产线因WHO-PQ项目整改等原因进行了设备

改造，加之相关产品生产计划的调整，导致部分疫苗产品批签发数量下降较大，待整改完

毕后，相关产品的生产和批签发将陆续恢复。 

子公司玉溪泽润双价HPV疫苗5月首批产品获得《生物制品批签发证明》，上半年，

双价HPV疫苗共获得批签发884,664剂。 

玉溪沃森和玉溪泽润各产品获得批签发数量的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2022 年 1-6 月批签发量 

（剂/瓶） 

2021 年 1-6 月批签发量 

（剂/瓶） 
批签发量增长率 

13 价肺炎结合疫苗 3,731,508 2,671,409 39.68% 

双价 HPV 疫苗 884,664 0 — 

Hib 疫苗 0 1,016,323 -100.00% 

AC 结合疫苗 0 541,198 -100.00% 

AC 多糖疫苗 0 10,774,496 -100.00% 

ACYW135 多糖疫苗 0 290,267 -100.00% 

百白破疫苗 1,580,112 660,078 139.38% 

23 价肺炎疫苗 418,070 792,079 -47.22% 

合计 6,614,354 16,745,850 -60.50%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3、新产品研发和注册申报 

报告期内，公司处于临床研究和产业化关键阶段的各产品的临床研究工作稳步推进。

2022年3月，子公司玉溪泽润获得双价HPV疫苗的《药品注册证书》，标志着公司重组蛋

白技术平台取得了新的成果，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同时子公司上海泽润九价HPV疫苗

也已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目前正在开展Ⅲ期临床研究受试者入组前的相关准备工作。公司

与合作方共同合作研发的新冠mRNA疫苗、新冠腺病毒载体疫苗分别于2020年6月、2021

年5月收到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目前，新冠mRNA疫苗Ⅲ期临床研

究阶段现场工作已基本结束，正在进行数据整理等工作；新冠腺病毒载体疫苗处于Ⅱ期临

床研究阶段。上海泽润自主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CHO细胞）于2021年6月获得了《药物

临床试验批件》，重组新冠病毒变异株疫苗（CHO细胞）于2022年2月获得马里巴马科科

技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的Ⅰ/Ⅱ期临床试验伦理批件，目前上述两个疫苗分别处于Ⅱ期、Ⅰ

期临床研究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吸附无细胞百白破/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的《药物临床试验

批准通知书》，该疫苗获批开展临床试验。公司与上海蓝鹊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签署了《新

型冠状病毒变异株mRNA疫苗技术开发及商业化合作协议》，共同开展新型冠状病毒变异

株mRNA疫苗的产品开发及商业化合作，该项目临床前研究的各项工作在持续推进中。公

司其他处于临床研究和临床前研究阶段的在研产品的研发工作按计划正常推进。公司将根

据产品研发战略和计划开展各个产品的研发、临床和产业化工作，为公司的长远发展不断

添砖加瓦，提供更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公司进入注册申报阶段的产品的详细情况： 

序号 品种名称 所处阶段 注册分类 作用与用途* 进展情况 

1 

重组人乳头瘤病毒

九价病毒样颗粒疫

苗（ 6 、 11 、 16 、

18、31、33、45、

52、58 型 L1 蛋白）

（毕赤酵母）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

制品 1 类 

用于预防由 HPV6、11、16、

18、31、33、45、52、58 型感

染导致的生殖器疣、子宫颈

癌、外阴、阴道及肛门癌等相

关疾病。 

临床研究

阶段 

2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mRNA 疫苗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

制品 1 类 

预防由 SARS-CoV-2 感染所致

的疾病（COVID-19）。 

临床研究

阶段 

3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

疫苗（黑猩猩腺病

毒载体）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

制品 1 类 

预防由 SARS-CoV-2 感染而引

起的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

19）。 

临床研究

阶段 

4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

疫苗（CHO 细胞）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

制品 1 类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

流行性疾病。 

临床研究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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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CYW135 群脑膜炎

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

制品 6 类 

接种本疫苗后，可使机体产生

体液免疫应答。用于预防 A

群、C 群、Y 群和 W135 群脑膜

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

炎。 

临床研究

阶段 

6 
4 价流感病毒裂解疫

苗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

制品 6 类 

预防由 2 种 A 型流感病毒株和 2

种 B 型流感病毒株引起的流行

性感冒。 

临床研究

阶段 

7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

变异株疫苗（CHO 

细胞）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

制品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感染

引起的流行性疾病。 

临床研究

阶段 

8 

吸附无细胞百白破/b

型流感嗜血杆菌联

合疫苗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

制品 

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及

由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脑膜

炎、肺炎、败血症等感染性疾

病。 

2022 年 3

月获得临

床试验批

准 通 知

书。 

*产品的作用与用途以最终批准上市的情况为准。 

根据国内手足口病流行趋势的演变情况和公司的整体产品战略，并综合考虑单价的重

组EV71疫苗的市场竞争格局，经公司和上海泽润详细论证，决定于2022年6月起终止重组

EV71疫苗的临床研究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子公司终止重组EV71疫苗研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4、国际业务 

在国际业务方面，基于2021年4月子公司玉溪沃森与摩洛哥MarocVax Sarl公司达成的

13价肺炎结合疫苗在摩洛哥的成品进口、分销、销售及原液供应等合作，报告期内，玉溪

沃森13价肺炎结合疫苗完成了在摩洛哥的注册，获得上市许可证，并完成了首批100万剂

13价肺炎结合疫苗的出口。一季度，玉溪沃森收到埃及客户签发的本年度AC多糖疫苗的

采购订单，玉溪沃森AC多糖疫苗将继续供应埃及用于其国家扩大免疫规划（EPI）。截至

2022年6月30日，公司产品已累计出口到18个国家。 

（二）公司股份回购情况 

2022年3月17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

众股份。本次回购股份上限为600万股，回购股份下限为300万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0

元/股。按回购数量上限600万股、回购价格上限70元/股测算，预计回购金额不超过4.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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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审议回购事项的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回购股份》的规定，公司分别于2022年3月25日、3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回购股

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和

《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9），于2022年6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

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并按照规定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

日内披露了截至上月末的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

量为407,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254%，最高成交价为48.6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5.6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9,101,658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为2,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248%，最高成交价为49.8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3.2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92,642,038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本次股份回购的回购期限内择

机实施股份回购。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云春）：____________  

二〇二二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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