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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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光生物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88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信

魏利军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侨大道 3402 号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侨大道 3402 号

电话

0755-27402880

0755-27402880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szwg.com

zhengquanbu@szw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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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117,586.15

312,143,357.45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164,923.21

75,781,977.56

-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4,985,892.39

73,110,538.29

-11.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091,345.04

21,576,227.73

-202.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

0.94

-31.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

0.94

-31.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7%

15.04%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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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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434,352.36

1,374,672,203.54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18,312,837.66

1,203,147,914.4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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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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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光明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5.25%

70,470,000

武汉生物制品
研究所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7.25%

7,830,000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一户

国有法人

2.50%

2,700,000

中信建投基金
－华夏银行－
国电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

其他

0.69%

赵建平

境内自然人

0.37%

朱雪松

境内自然人

0.28%

费占军

境内自然人

0.25%

华信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华
信信托·工信 37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24%

寿爱坤

境内自然人

0.20%

蔡建权

境内自然人

0.16%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的说明
1、公司股东费占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67000
股，合计持有 267000 股。2、公司股东蔡建权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6200 股，通过信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4000 股，合计持有 170200 股。3、公司股东吕晓敏通过普通证
明（如有）
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5500 股，合计持有 125500 股。4、
公司股东符永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0000
股，合计持有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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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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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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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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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上半年，随着国家医药政策如“两票制”、药品零加成、医保控费等政策的实施，
医药市场增长速度逐渐放缓；血液制品行业原料血浆持续增长，龙头企业占据原料血浆资源
优势，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行业竞争进入血浆规模和产品结构并重时期，加上进口人血
白蛋白的竞争，血液制品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挖潜现有浆站资源，持续优化
工艺流程、提升精细化生产管理，进一步完善优化质量体系、加强细节管控，多元推广开拓
市场；同时全面推进研发项目进度，引进具有前瞻性、创新型人才，充分发挥公司现有各科
研平台潜力，确保公司业绩持续增长。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稳定，但受血液制品市场行
情变化影响，公司主要产品人血白蛋白及静注人免疫球蛋白销售价格有所下降导致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下滑。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9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17%;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916.4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8.73%。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积极应对市场，销售收入保持稳定
近年来，血液制品行业原料血浆持续较快增长，国家推行“两票制”等相关监管政策，血
液制品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公司及时调整策略：一是根据市场情况对主要客户群实施产品
促销，稳定现有核心客户；二是积极参与药品投标，为产品准入市场铺路；三是调整客户结
构，开发一批拥有终端医疗市场的区域客户；四是积极布局院外市场、增加院外市场的开发
力度；五是开展各类宣传推广活动，促进产品销售。
（二）深挖血浆资源，采浆量稳定提升
巩固和拓展原料血浆管理工作：一是优化员工激励机制和献浆员奖励机制，提供优质采
浆服务，有效稳定老浆员和发展新浆员；二是协调好与当地卫生部门关系，发挥村医村干作
用，宣传献浆理念；三是推广边远区域办事处经验，建立专业宣传队伍，开拓新采浆区域；
四是通过开展爱心助学等各类公益活动，提升社会影响力；五是创新工作机制，积极开展新
浆站开发工作。经过多方努力，2018年上半年公司采浆量按照预期稳步增长。
（三）精细生产管理，严控产品质量安全
公司优化生产流程，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部分产品收率和合格率进一步提升。质量
管理方面，公司主动适应GMP飞行检查常态化的形势，持续改进产品质量管控，顺利通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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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GMP检查3次；报送人血白蛋白等6个品种63批次产品批签发，批签发合格率达100%。
（四）启动了研发绩效改革机制，加速了在研项目进程
配合公司倡导的绩效改革，启动了研发管理机制的改革，加快了研发项目进程：一是梳
理了研发管理架构，进一步明确管理职责；二是强化研发项目实验工作流程，完善了研发工
作细节；三是进行了技术岗位优化，充分利用团队的力量重点攻克项目难点问题。今年上半
年，各在研项目进展顺利，人凝血酶复合物三期临床试验已进入受试者入组阶段，血液Ⅷ因
子已取得临床试验批件，人纤维蛋白原已递交生产注册申报的发补资料，冻干人用狂犬病疫
苗已确立规模化试制工艺，形成了该工艺产品的质量标准。
（五）全面提升科学管理，促进改革创新
公司深化科学管理制度，积极采用现代管理方法，健全内部控制管理机制和薪酬体系，
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以创新为导向的考核体系。进一步加强对内控制度体系的梳理、优化、
完善、实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公司运作，加强过程把控，流程管理，细节管控，确保
工作落实到位，有效防范风险，提升内控管理水平。同时，加强营造创新环境，通过举行合
理化建议、QCC活动等方式，在企业内部营造了全员关心、全员思考、全员创新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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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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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锦才
2018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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