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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2                           证券简称：沃森生物                           公告编号：2019-091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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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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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871-68312779 0871-68312779 

电子信箱 ir@walvax.com ir@walva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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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00,522,306.39 374,572,232.49 3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934,873.16 73,160,218.55 1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81,131,596.99 43,887,081.32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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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818,138.70 -78,657,307.58 2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2 0.0476 15.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2 0.0476 15.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 2.24%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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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3,526,307.54 7,237,020,558.74 -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73,708,571.13 4,574,025,954.81 4.3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7,87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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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99% 107,390,731 0   

刘俊辉 境内自然人 5.93% 91,224,992 0 质押 29,311,898 

嘉兴裕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

中保嘉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5.00% 76,871,850 0   

新余方略知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6% 68,577,982 68,577,982   

李云春 境内自然人 4.19% 64,355,984 60,855,983 质押 59,986,59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3% 49,626,649 0   

陈尔佳 境内自然人 2.14% 32,917,397 0 质押 16,8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持盈
5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05% 31,489,566 0   

珠海横琴长乐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智汇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7% 30,261,925 0   

杨更 境内自然人 1.90% 29,26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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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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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珠海横琴长乐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智汇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6,752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205,173 股，实际合计持有 30,26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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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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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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生物制品业 

报告期内，公司在总体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切实贯彻落实年度计划预算及经营目标，整

体经营状况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公司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充分发挥产品品牌和产品质量优势，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疫苗产品销量和营业收入均实现稳定增长，经营业

绩稳健提升。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0,052.23万元，同比增长33.63%，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93.49万元，同比增长16.09%。 

2019年上半年，子公司玉溪沃森获批签发产品数量合计17,633,634剂（瓶），较上年同期

增长35.41%，玉溪沃森已上市的6个产品（7个品规）批签发数量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各产品获得批签发数量的情况如下： 

产品 
2019年1-6月 

批签发量（剂/瓶） 

2018年1-6月 

批签发量（剂/瓶） 
批签发量增长率 

Hib疫苗 
西林瓶 835,811 777,336 7.52% 

预灌封 966,109 744,638 29.74% 

AC结合疫苗 530,363 273,097 94.20% 

AC多糖疫苗 8,679,942 7,408,000 17.17% 

ACYW135多糖疫苗 1,370,312 1,046,716 30.92% 

百白破疫苗 3,868,956 1,582,020 144.56% 

23价肺炎疫苗 1,382,141 1,190,568 16.09% 

合计 17,633,634 13,022,375 35.41% 

报告期内，公司集中优势资源，全力推进已处于临床研究和产业化关键阶段的各重磅产

品的研究和产业化进度。公司13价肺炎结合疫苗申报生产的技术审评工作结束，目前，该疫

苗已进入生产现场检查阶段。子公司上海泽润二价HPV疫苗已进入了Ⅲ期临床研究的关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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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处于收集病例和分析的最后阶段；九价HPV疫苗正在开展Ⅰ期临床试验。重组EV71疫苗

于2019年3月向国家药监局申请临床研究获得受理，2019年6月，公司收到重组EV71疫苗的《临

床试验通知书》，目前，该疫苗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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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 

公司进入注册申报阶段的产品的详细情况： 

序号 品种名称 申报阶段 
注册 

分类 
作用与用途* 进展情况 

1 
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

合疫苗 
申报生产 

预防用生物

制品第3类 

本疫苗用于2月龄以上人群的主动免疫，以

预防由本疫苗包括的13种血清型肺炎球菌
引起的侵袭性疾病。 

生产现场检

查。 

2 

重组人乳头瘤病毒双

价（16/18型）疫苗（酵
母）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

制品第6类 

接种本疫苗后，可使机体产生免疫应答，

用于预防HPV16、18感染引起的宫颈癌。 

Ⅲ期临床研

究。 

3 
ACYW135 群脑膜炎

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

制品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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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价流感病毒裂解疫

苗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

制品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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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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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品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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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和肛门癌等相关疾病。 

临床研究阶

段。 

6 

重组肠道病毒71型病

毒样颗粒疫苗（毕赤
酵母）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

制品第9类 
预防EV71型病毒感染所致的手足口病。 

临床研究阶

段。 

*产品的作用与用途以最终批准上市的情况为准。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筹备产品的WHO预认证工作，不断完善国际注册体系以加快产品出

口和国际化注册的速度，同时，持续加强与盖茨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沟通和交流，推进公司

产品和业务的国际化进程。继子公司玉溪沃森获得埃及卫生部2018年AC多糖疫苗的采购订单

后，报告期内，埃及卫生部再次给予了玉溪沃森720万剂AC多糖疫苗的采购订单用于其2019

年的扩大免疫规划接种，同时，向玉溪沃森增加签发了60万剂ACYW135多糖疫苗的进口批件

及相应的采购订单。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产品已出口至8个国家。2019年上半年，实现海外销

售收入4,137.61万元，产品出口创汇再创新高。 

2019年7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向HH CT Holdings 

Limited转让嘉和生物13.5859%的股权。本次嘉和生物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嘉和生物主要从事单克隆抗体药物的研发和产业化。本次股权转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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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公司将不再直接持有嘉和生物股权，将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沃嘉及其全资BVI子

公司沃嘉生物等多层持股主体间接持有嘉和生物股权，最终实现持有与本次股权转让前公司

所持有的嘉和生物境内股权等额的权益，推进实施嘉和生物境外上市的股权重组方案。目前，

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尚在进一步办理中。 

公司在云南省玉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有现代化的生物技术药生产基地。报告期

内，在已有疫苗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公司持续推进在玉溪产业化基地实施的HPV疫苗的产业

化建设项目、疫苗国际制剂中心建设项目。公司HPV疫苗产业化项目按WHO预认证标准和其

他通行的国际标准设计建设，目前，产业化生产车间已建成并进入试生产阶段，为公司HPV

疫苗的产业化奠定了坚实的硬件基础。公司疫苗国际制剂中心建设项目按照国际化标准进行

设计及建设，目前正在开展洁净装修、工艺设备安装等工作，该项目建成后将承担公司流脑

系列疫苗和肺炎系列疫苗等产品出口国际市场的生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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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内容请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第五条——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第33项——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章节详细

内容和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第五条——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第44项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章节的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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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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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期末相比，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新增全资子公司上海沃泰、沃嘉生物。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云春）：____________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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