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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01                          证券简称：康泰生物                         公告编号：2019-091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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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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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泰生物 股票代码 3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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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向 陶瑾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薯田埔路 18 号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薯田埔路 18 号 

电话 0755-26988558 0755-26988558 

电子信箱 office@biokangtai.com office@biokangt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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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656,474.69 1,063,701,180.66 -2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8,174,587.62 286,366,399.44 -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45,411,111.54 272,690,427.40 -1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4,666,799.97 74,140,167.77 68.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63 0.46 -1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60 0.46 -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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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7% 22.21%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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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5,640,846.02 3,336,445,947.89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69,839,551.40 1,832,791,626.20 18.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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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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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伟民 境内自然人 53.43% 344,725,800 343,455,943 质押 19,484,740 

郑海发  境内自然人 2.51% 16,217,252 13,534,164 质押 4,507,456 

红河州建水民康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 12,539,269    

招银国际资本管理（深圳）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 11,051,231 11,051,23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5,252,901    

王成枢  境内自然人 0.76% 4,919,288  质押 3,369,27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4,529,540    

吴克勤 境内自然人 0.60% 3,883,955    

项光隆 境内自然人 0.59% 3,828,755  质押 2,875,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8% 3,749,3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王成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925,528 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93,760 股，合计持有

4,919,288 股；股东项光隆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182,455 股，通过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46,300 股，

合计持有 3,82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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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是公共卫生领域最大的成就之一，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方式。疫苗行业历

来也是各国重点支持发展的行业。全球疫苗接种覆盖率（全球获得推荐疫苗的儿童所占比例）在近几年一

直保持稳定。2018 年，全世界约有 86%的婴儿（1.163 亿）接受了三剂白百破三联疫苗接种，从而免受可

导致严重疾病和残疾或死亡的传染病之害。2010 年以来，113 个国家引进了新疫苗，获得免疫接种的儿童

人数增加了 2000 多万，挽救了无数生命。 

我国实行计划免疫并大力支持预防接种，显著降低了疫苗可预防传染病的发病率，有效保护了我国儿

童的健康和生命。我国是世界上疫苗产量领先的国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依据自身能力解决全部的

计划免疫疫苗的国家之一。2018 年疫苗批签发量超过 5 亿支，为国家免疫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保障。 

近年来全球疫苗市场总额稳步增长，根据 Evaluate Pharma 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 年全球疫苗市场经

济规模为 277 亿美元，预计到 2024 年全球疫苗市场规模将达 446 亿美元。国内疫苗市场在 HPV 疫苗、肠

道病毒 71 型灭活疫苗和肺炎疫苗快速放量的驱动下，市场规模增长迅速。《“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到 2020 年，生物产业规模达到 8-10 万亿元，生物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4%，成为国民经济的

主导产业。疫苗行业的发展前景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秉承“创造最好的疫苗，造福人类健康”的宗旨，坚持“以人为本，追求卓越；

诚信、高效、创新、凝聚”的经营理念，在公司发展战略的指引下，遵循年度经营计划，积极推进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工作。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0,765.6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817.46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加大研发创新力度，稳步推进研发和产业化进程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自主研发为主、合作开发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辅的研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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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在研项目的研发和产品的产业化进程。公司研发的 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已获得药品 GMP 证书，

已开始生产并申请批签发；吸附无细胞百白破（组分）联合疫苗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13 价肺炎球菌结合

疫苗获得三期临床总结报告，报告显示该疫苗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临床试验结果全面达到预设

目标。公司持续的研发创新，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2）强化内部控制，狠抓质控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规范治理结构的同时，持续强化内部管理控制和风险防控。公司始终将产品质量放在

首位，严格执行法定注册标准。生产部门严格按照规程生产操作，质量控制部对原辅材料、包装材料、中

间品、半成品、成品进行质量检定，质量保证部负责对生产过程的各个关键质量控制点和各项工艺参数进

行监督检查，对生产全过程实行偏差、变更管理和风险控制管理，保证持续稳定地生产出符合预定用途和

注册要求的疫苗产品。公司定期对质量管理过程进行回顾，组织开展各项自检工作，采取改进措施，强化

药品安全性监测和风险管理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员工专业知识和质量安全培训，提高员工的质量意识。2019 年 6 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疫苗管理法》后，公司迅速开展关于《疫苗管理法》的培训学习，并在各部门内部进

行宣贯和集体学习讨论，确保疫苗生产、质量管控、储存、流通等各环节依法规范运作。 

（3）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完善激励机制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理念，重视人才建设。报告期内，公司实施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向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等 541 名激励对象授予 3,194.10 万份股票期

权。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

业务骨干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能够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

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4）实施再融资项目，助力公司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0,000.00 万元，用于建设

民海生物新型疫苗国际化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和补充流动资金，为公司的吸附无细胞百白破灭活脊

髓灰质炎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肺炎球菌结合疫苗、麻腮风系列疫苗等新型疫苗的研制和产业化

提供基础保障，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动力，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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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 2019 年 04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 号）（以下简称“《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根据《通知》的要求，康泰生物对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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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账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根据《通知》的要求，将原“资产减值损失”拆分为“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和“资

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比较数据不做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康泰生物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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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伟民 

2019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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