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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29                               证券简称：健帆生物                           公告编号：2018-072 

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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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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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帆生物 股票代码 3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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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渊  

办公地址 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六路 98 号  

电话 0756-3619693  

电子信箱 IR@jafr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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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282,382.92 328,468,546.29 3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9,953,267.16 149,011,434.17 4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77,160,301.19 130,666,638.40 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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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3,476,375.19 160,849,761.69 7.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36 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0.36 3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4% 11.96%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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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6,380,240.15 1,702,400,294.92 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33,382,421.07 1,391,088,218.86 10.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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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凡 境内自然人 48.29% 201,670,307 198,339,613 质押 47,100,000 

郭学锐 境内自然人 4.00% 16,722,926 16,722,926 质押 5,068,800 

唐先敏 境内自然人 3.97% 16,582,105 16,477,105 质押 2,700,000 

珠海红杉资本股

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0% 12,963,649 0   

龙颖剑 境内自然人 1.97% 8,219,884 8,219,884 质押 3,900,000 

黄河 境内自然人 1.83% 7,657,775 7,597,775 质押 5,200,000 

郭爱国 境内自然人 1.28% 5,340,550 5,340,550   

江焕新 境内自然人 1.23% 5,132,043 5,132,043   

张广海 境内自然人 1.20% 4,996,308 4,921,308 质押 2,183,900 

张文标 境内自然人 0.97% 4,059,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黄河为董凡之弟，江焕新为董凡其妻之姐夫，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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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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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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充满挑战的2018年，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科学决策，制定了全年工作任务。公司

经营管理层根据董事会的战略部署和决策，带领全体员工认真贯彻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议，克服种种不利

因素，积极开展了各项工作。 

（一）2018年公司经营业绩情况 

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科学决策带领下，公司主营业务快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6,282,382.9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91%；营业利润235,252,013.3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51 %；利润总

额249,545,503.7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9,953,267.16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40.90%。 

 

（二）2017年各项工作完成情况及主要成绩 

1、公司治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及各项制度规范运作，不断健全、完善内控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的稳步发展奠定基础。 

 

2、多中心临床研究方面 

为评价健帆生物HA130血液灌流器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大分子及蛋白结合类

尿毒症毒素的清除效率以及对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由解放军总医院陈香美院士发起并组织全国37家临床

中心开展了“HA130血液灌流器联合血液透析改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生存质量前瞻、随机、对照的多中心

临床研究”，该临床研究历时四年。 

临床研究结果表明：（1）健帆HA130血液灌流器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2）血液透

析患者每周使用一次健帆HA130血液灌流治疗具有显著降低透析患者β2-微球蛋白和PTH（即“甲状旁腺

素”）水平以及改善瘙痒症状的效果，为防治透析并发症建立了适宜的治疗模式。（3）研究证实低通量血

液透析联合健帆HA130血液灌流具有优于高通量血液透析的疗效。这为临床提供了一种简单可行的血液净

化治疗模式。 

解放军总医院陈香美院士发起并组织全国37家临床中心开展的健帆HA130多中心RCT研究开创了维持

性血液透析患者血液灌流治疗循证医学研究的先河，为健帆HA130血液灌流器防治血液透析并发症提供极

具价值的临床指南，这为提升健帆产品的影响力及在国内外推广提供了强有力的A类循证医学证据。 

 

3、市场销售方面 

公司营销战略定位为以技术解决方案引领市场，以深耕责任制扩大销售，以学术营销推广产品，以优

质服务铸造品牌。面对不同区域和应用领域的用户对产品的个性化服务需求，公司通过建立科学、高效、

自主可控的营销网络系统及时提供各种产品服务及技术支持。公司利用上市后的影响力和资金实力的提

升，果断加大市场推广和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持续、高质量、形式多样的学术推广，使公司的

血液灌流技术和产品慢慢深入人心。同时加大销售人员投入，实施深耕责任制，不断提升每家医院的销售

收入。在海外市场布局上，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截止报告期，公司的产品已销往30个国家，并且公司的一

些产品已被越南、土耳其、伊朗等国家纳入了其医疗保险。 

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在广州设立分公司健帆生物广州中心。2018年7月18日，健帆生物广州中心正

式揭牌投入使用。广州是中国近几百年来商业最繁华的城市，是世界一线城市之一，拥有着优越的地理交

通优势。公司将以此为营销的前线“指挥部”，贴近市场，对接国际，为我们的客户带来更好的服务，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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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推动企业集团发展壮大。 

 

4、研发投入方面 

公司坚持对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持续投入，重点研究开发炎症介质、免疫、胆红素、内毒素、降

血脂、体外循环动力类器械等系列产品。依托公司的研发团队，及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广东

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等平台，及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南开大学等科研院所，承担国家、

省级项目，持续创新研发，并得到国家政府的认可。2018年3月，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成立“仿生智能生物材料联合实验室”，举行了揭牌仪式，拉开了公司与中国及国际顶尖科研团队联合研发

的序幕，开启了将全球前沿科技转化为产品的新篇章，标志着公司研发创新能力的飞跃,将助力保持公司在

国内外血液净化领域的科技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为19,872,991.02元，较上年增长93.96%。报告期内申请专利4项，获得授权专利16

项。公司研发人员数135人，其中硕士89人，博士10人。 

 

5、生产方面 

作为Ⅲ类医疗器械制造商，公司持续投入，不断改善，以达到GMP认证的严格要求，加强安全生产和

过程控制，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充分利用健帆科技园先进的生产设备提产增效，推行精益生产、

工业工程等，持续降低成本，同时深入贯彻实施“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启动了智能化车间的建设，进

一步提升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水平和信息化管理能力，并不断通过工艺改善，提高产品品质。公司建立的标

准体系结构合理，运行有效，标准化工作良好，达到AAAA级，公司连续七年被评为广东省质量信用A类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6、人才建设方面 

不断引入优秀人才、充分激发人才的积极性，是公司持续发展及实现公司伟大愿景的基础保障。报告

期内，公司共引入了智能制造、信息化应用及开发、关键核心的技术研发、高端管理、市场营销等领域的

人才共297人。同时，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增强公

司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 

公司全体员工经过2017年的持续奋斗，公司达到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解禁目标，公司也于4月25日

完成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解禁。第一期限制性股票共有191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根据个人业绩情况，

139名激励对象解禁100%第一期限制性股票，31名激励对象解禁70%第一期限制性股票，19名激励对象不

能解禁其第一期限制性股票，2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符合解禁条件。公司严格按照业绩考核要求给激励对

象解禁，体现了公司的诚信与对股东的负责，同时让优秀的员工分享公司的发展成果，充分调动各层次骨

干人员的积极性。伴随长效激励机制的持续完善，公司员工的工作热情将得到更大释放，集聚优秀人才的

磁吸效应进一步增强，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7、产业拓展方面 

健帆于4月18日与众惠保险签署了《众惠相互与健帆生物战略合作协议书》，于4月24日与英联视签订

了《众惠保险初始运营资金借款债权转让协议》，公司使用自有资金8000万元人民币，受让英联视对众惠

财产相互保险社享有的8000万元人民币的初始运营资金借款债权及全部附属权益。众惠保险社作为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成立的第一家全国范围的相互保险组织，拥有深厚的保险行业经营实践经验，

其运用相互保险这种国内新的保险模式，能更好地补充现有社保和传统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中国血液净化

领域的领军企业，拥有强大的研发、生产能力以及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基于中国肾病健康管理领域未来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利用双方在各自领域的资源和优势，推动保险与

健康产业互相融合、相互促进，在肾病健康领域为大众提供更专业细致的医疗健康管理服务，创造良好的

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实现双方互惠共赢，公司受让众惠保险社初始运营资金借款债权，成为众惠保险社

初始运营资金借款人，拥有对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对其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享有知情权，同时一定程度

上参与其重大事项的决策，便于公司推动与众惠保险社的战略合作，促进保险与健康产业互相融合与协同，

对公司主营业务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可分享众惠保险成长发展成果。 

公司董事会同意投资1亿元成立天津健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扩大公司在华北的生产基地规模，与

公司现有的珠海健帆园生产基地、湖北健帆生产基地一起形成华北、华南、华中的产业战略布局，有利于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公司血液净化领域全产业链拓展，巩固公司行业地位，对

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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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 

公司继续积极主动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创业板互动平台、投资者热线电话、业绩说明会、

实地调研、投资策略会等方式及时、全面传播公司的经营发展动态情况，加强与全球投资者的充分交流，

使投资者更深层次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报告期内，公司接待85家机构119名投资者调研，公司得到了投资

者的高度评价和一致认可。公司荣获“2018年福布斯中国上市公司潜力企业榜”，公司荣誉的取得进一步提

升了公司在资本市场的优质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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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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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北京健帆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100 

天津市标准生物制剂有限公司 95.00 

湖北健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健帆生物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100.00 

 

报告期内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湖北健树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100 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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