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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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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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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未来实施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现金红利 9.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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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凡 黄聪

办公地址 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六路 98 号 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六路 98 号

传真 0756-3619373 0756-3619373

电话 0756-3619693 0756-3619373

电子信箱 IR@jafron.com IR@jafro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是具有创新技术的血液净化产品提供商，主要从事血液灌流相关产品及设备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自主研发的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一次性使用血浆胆红素吸附器、DNA免疫吸附柱、细胞因子
吸附柱、血液透析粉液及血液净化设备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尿毒症、中毒、重型肝病、自身免疫性疾病、
多器官功能衰竭等领域的治疗，可有效挽救患者生命或提高病患者生活质量。 作为手术、药物之外的
第三种疗法，血液净化技术正越来越广泛的用于各种疑难慢性病及危急重症等疾病的临床治疗。公司
立足于产品研发及创新，依靠自身专业的营销团队，通过产品技术的学术推广及对各医疗机构的服务
支持，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血液净化产品。目前公司产品已覆盖全国 6000余家二级及以上医院，品
牌影响力不断提升，产品销售收入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二）主要产品
1、血液灌流器
（1）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的吸附材料 HA树脂是经独特工艺处理的中性大孔吸附树脂，其吸附

能力主要取决于三维网状结构的分子筛作用和树脂高分子亲脂疏水特性， 对分子结构中有亲脂疏水
基团（如带苯环或环状结构）的目标物质具有相对特异的吸附性能。公司掌握吸附材料生产核心技术，
并研制出适用不同病症的灌流产品，包括应用于肾病领域的 HA130、专用于尿毒症的 KHA 系列产品、
应用于中毒领域的 HA230、应用于风湿免疫领域的 HA280 和 DNA230 免疫吸附柱、应用于肝病领域
的 HA330-II、应用于危急重症领域的 HA330和 HA380等产品。

（2）一次性使用血浆胆红素吸附器（BS 系列）应用原理为采用离子吸附树脂，利用适当的树脂孔
径、树脂表面的正电性基团、树脂骨架的亲脂基团，实现对胆红素和胆汁酸相对选择性吸附。其应用领
域为各种疾病引起的高胆红素血症、高胆汁酸血症。

（3）一次性使细胞因子吸附柱（CA系列）：适用于脓毒症患者的炎症早期或细胞因子风暴期，降低
血液中以白细胞介素-6（IL-6，分子量约 26kD）为代表的细胞因子的水平。 该产品于 2021 年 12 月正
式上市销售，是国内第一个专用于降低脓毒症患者细胞因子水平的产品。

2、血液净化设备
（1）DX-10血液净化机
公司 DX-10血液净化机可用于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血液净化组合治疗方式， 如连续性血液滤过、

连续性血液透析滤过、血浆置换、血浆吸附或全血吸附、持续血浆配对吸附等。 DX-10 血液净化机是
“第五批优秀国产医疗设备产品”，也是抗击新冠疫情的“利器”，被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推荐为新冠肺炎
疫情防治急需医学装备。

（2）血液灌流机
公司 JF-800A血液灌流机是为临床血液净化提供体外循环动力及安全监测的医疗设备。 临床上

可用于毒物、药物中毒、危重症、脓毒症、免疫相关疾病等领域的血液灌流和免疫吸附治疗。 公司生产
的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主要在血液净化相关科室的血液透析机、CRRT机上使用， 而公司自主研发
的 JF-800A血液灌流机作为血液灌流的专用动力设备， 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司血液灌流器在医院的
广泛使用。

（3）Future F20血液净化设备
Future F20血液净化设备是公司 2020 年新取得 III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产品，并于 2021 年 1 月

取得欧盟 CE认证。Future F20可以支持血液灌流（HP）、血浆吸附（PA）和双重血浆分子吸附（DPMAS，
即人工肝技术）等血液吸附治疗模式，能与公司的 HA系列灌流器和 BS 系列吸附器配合使用，为医护
和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血液吸附治疗服务。 Future F20入选 2021年度珠海市科技创新产品。

3、血液透析粉液产品
血液透析粉液产品可用于急、慢性肾功能衰竭，严重的水电解质代谢紊乱和酸碱失衡，药物中毒

的血液透析，目前该系列含血液透析浓缩液、血液透析干粉、血液透析联机干粉袋/筒、消毒液等产品。
（三）主要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为提高研发效率，公司采取自主研发与联合研发相结合的研发模式。
（1）自主研发：公司以“形成自主的持续研发能力”作为公司的基本研发策略，自主研发是公司研

发工作的重点，是形成核心技术的重要因素。 目前公司主攻的研发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分
别用于全血和血浆吸附的载体制备理论和技术；②载体表面活化耦合技术；③配基制备及固定技术；
④吸附剂表面改性理论及技术（包括生物膜技术）；⑤全方位的生物学、免疫学、血液学评价技术。

（2）联合研发：目前血液灌流产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产业内相关公司数量较少、实力较弱，研
发投入有限。为推动血液灌流产业技术发展并提升公司技术实力，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校通过联合实验
室、联合研发、委托研发、联合博士后培养等方式进行合作研发，并签署合作协议书对合作研发成果的
分配进行明确约定。 联合研发通过利用相关社会科研资源的方式，提高公司研发效率，并降低研发风
险；公司在相关联合研发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应用性改进或深化，以使其能够实际应用。

2、采购模式
（1）公司实施集中订购与分散、零星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原辅材料的采购根据《原辅材料需求

计划》从合格供应商处定期集中订购；设备、固定资产等大宗采购（采购额大于 100,000元时）采取招标
采购的方式；低值易耗品采取零星采购的方式。

（2）主要原材料 HA树脂的采购模式：公司主导产品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的主要原材料为化工
级 HA树脂，该种树脂需要具备特异性的大小规格及性能。 目前公司掌握 HA树脂合成的关键配方及
工艺流程。HA树脂的采购模式为：公司与树脂供应商签订原材料采购协议，由公司提供关键合成配方
及工艺流程， 并派驻研发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 供应商在公司的指导及监控下生产公司所需的
HA树脂，并全部向公司销售。 供应商根据协议要求遵守保密要求，防止关键配方泄露，并承诺不向任
何第三方销售类似公司要求的树脂原料。 HA树脂的配方及生产工艺完全由公司掌握，公司与树脂供
应商在综合考虑工业级树脂原料的采购价格、产品加工工序的复杂性和精密程度、市场通用性以及合
理的利润空间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 HA树脂的采购价格，HA树脂采购价格符合商业规律，价格公允。

3、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属于标准化产品， 并且属于医疗耗材， 在公司以学术推广为主要手段的市场需求启发

下，已经形成了稳定且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公司每月根据产品适应症的发病率、各地区市场推广的
深度及往年销售情况制定下月的销售目标及销售计划。 公司根据上月末库存情况、下月销售计划、产
能及经济产量情况制定下月的生产计划并安排生产。

生产模式的主要特点：
（1）标准化产品并批量连续生产
血液灌流器产品属于标准化的医疗耗材，所有产品均按照核定的生产流程标准化批量连续生产。

通过公司对相关技术的学术推广，市场需求不断得到启发，医疗机构根据临床使用情况通过经销商向
公司提出采购，公司通常维持两个月左右的安全库存以备市场需求。 公司产品全部为自主生产。

（2）产品质量要求高、检验严格
血液灌流器作为国家Ⅲ类医疗器械产品，受到各级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的严格监管；为控制产品质

量， 公司围绕产品生产制定了 300余项工艺流程文件和近 200 项质量控制文件， 涵盖了整个生产流
程，每批产品严格按国家批准的生产工艺规程进行生产；产品批次记录内容完整，填写规范，数据详
实，由质量管理部门进行全程生产监督，对生产记录进行审核和存档。

4、销售模式
公司血液灌流器产品主要采用经销商买断式的销售模式，实现对医院终端销售。为了加强对销售

渠道的跟踪管理，经销商主要承担在医院产生产品需求时、向公司采购产品并销售至医院的职能，而
产品的研发、生产，以及市场开发、专业学术推广、技术培训及售后服务等工作主要由公司自建的推广
团队完成，以实现自身对销售市场要素的有效掌控。

（1）专业学术推广
血液灌流是新兴的细分医疗器械产业， 产品市场发展及技术认可度提升均需要公司进行大量市

场推广。 公司始终将专业学术推广、产品技术培训作为提升产品技术认可度的核心手段，从而实现培
育市场需求的目的。公司专业的学术推广方式包括针对较大区域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省级学术交流
会、区域专家讲座、学术沙龙等大型推广活动；针对区域的医院会、科室会、操作培训班等小型推广活
动；针对患者的科普教育活动等。

（2）服务支持
公司的销售人员和学术推广人员直接面向经销商、医护人员、患者，保持与其面对面沟通并提供

快捷服务，着力打造“健帆”的优质品牌。 通过学术推广人员在终端医院召开病友会、科室会、全院会、
学术沙龙等一系列学术活动，推介公司产品，提高品牌和产品知名度及美誉度；向经销商提供系统的
产品知识培训，并协助进行产品市场销售，加强销售客户合作关系；公司设立客户服务中心，负责终端
客户的远程咨询、客户管理和客户维护工作，并设立了 24 小时客户服务专线，由专人负责管理和服
务。 公司市场中心、销售中心、客户服务中心的专业人员为客户提供周到、细致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
务，提升公司品牌形象。

（四）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阶段及公司的行业地位
血液净化技术是二十世纪后期在用人工肾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医

疗技术，是把患者血液引出体外，通过净化装置除去其中某些致病物质、净化血液，达到治疗某些疾病
目的的医疗技术，常用于终末期肾脏疾病（尿毒症）、危重症、急性中毒等患者的治疗。 血液净化基础的
治疗方式包括血液透析（HD）、血液灌流（HP）或血液吸附（HA）、血液滤过（HF）、血浆置换（PE）、免疫
吸附（IA）等，以及由以上多种技术的联合应用。

1、肾科领域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肾病患者人数不断增长，血液透析医保报销比例也在不断提高，

推动血液净化耗材需求增加。 根据医械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2019 版）》，预计到 2030
年我国尿毒症患者人数将突破 400万人。 近年来，我国大陆血液透析人数逐年增长，根据全国血液净
化病例信息登记系统数据，截至 2020年我国血液透析患者 69.27 万人，较 2011 年相比增长了 3.1 倍，
自 2011年以来透析患者人数保持约 14%的复合增长。 目前我国终末期肾病患者的透析治疗率较低，
与世界平均 37%、欧美国家 75%的透析治疗比例仍相距甚远。随着我国终末期肾病患者人数的增长及
患者透析治疗率的提升，未来我国血液透析产品市场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目前， 血液透析患者使用血液灌流治疗一般为 1 月/次， 按照 2020 年透析患者 69.27 万人测算，
2020年我国肾病领域血液灌流器市场容量约 831万支（69.27万患者 *12）。 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
的《血液净化标准操作流程（2021年）》：每周 1次 HA树脂血液灌流器与血液透析器串联治疗，可显著
提高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血清 iPTH和 β2-微球蛋白的清除率，改善瘙痒症状。 假设未来透析患者
按照每周 1次进行血液灌流治疗，以 2020年透析患者 69.27万人测算（尚不考虑透析患者每年持续增
加的情形），肾病领域血液灌流器市场容量将超过 3600万支/年（69.27万患者 *52）。 未来，随着血液灌
流治疗技术覆盖面扩大及治疗频次的双向提升，血液灌流在肾病领域将保持良好的成长性，市场空间
巨大。

2、肝病领域
我国肝衰竭每年新发病例约 60~80万人，这些患者均有血液灌流治疗的适应症，按每名患者接受

3-5 次血液灌流治疗（非生物型人工肝治疗肝衰竭指南推荐用量）， 则每年的灌流器市场容量约在
240-400万支，市场潜力超过百亿元。

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DPMAS）是公司首创的新型人工肝治疗模式，是指将 BS330 血浆胆红素
吸附器与 HA330-II 血液灌流器两种产品联合应用、协同增效的血液净化模式。 其中，BS330可清除胆
红素和胆汁酸，迅速改善黄疸症状，HA330-II 可清除 TNF-α等炎性介质，来重建内稳状态。DPMAS可
以单独或与血浆置换等治疗方式联合，以迅速改善症状，提高救治成功率，改善患者预后，可用于治疗
各种原因导致的肝衰竭、肝肺综合征、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等。 DPMAS 技术先后被写入中
华医学会《非生物型人工肝治疗肝衰竭指南》、《肝衰竭诊治指南》和《肝硬化肝性脑病诊治指南》，进一
步为公司 DPMAS技术的推广及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体来看，灌流技术在肝病领域的应用空间
广阔。

3、危重症领域
自 1991 年危重症医学进入快速发展期，血液灌流技术不断应用于危重症患者救治中，成为重症

血液净化体系中重要技术之一，为重症医生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和方案选择。
（1）血液灌流在脓毒症治疗有广阔应用潜力。 脓毒症发生率高，全球每年有超过 1800万严重脓毒

症病例，中国每年有 468万例脓毒症患者。脓毒症的病情凶险，病死率高，全球每天约 14,000人死于其
并发症。 其发病是病原体或损伤导致细胞因子的大量释放，快速引起器官功能障碍或衰竭，使患者病
情急剧加重恶化甚至危及生命。目前控制炎症风暴是临床治疗的重点和难点。细胞因子无法用传统透
析或滤过的肾替代治疗清除。血液灌流可相对特异性地吸附血液中的中大分子物质，有效清除炎症细
胞因子、纠正炎症失衡，阻断脓毒症的快速进展并保护器官功能。

（2）血液灌流已逐步成熟联合应用于外体外循环治疗中。 2020年《中国心外科手术和体外循环数
据白皮书》显示体外循环已超过 15万例，考虑到因新冠疫情导致的延期手术，未来医院体外循环病例
数将快速上升。 另一方面，中国每年有 22.2万例心外科手术，术后并发脓毒症和急性肾损伤比例分别
为 4%和 18%。 血液灌流吸附技术能有效降低成人体外循环期间患者的全身炎症反应，稳定器官功能
并提高患者预后，这种方法为体外循环管理开辟了新的应用前景。

（3）每年约有 63.45 万人发生急性胰腺炎，其中约 20%的患者会发展成中度或重症胰腺炎，病死
率高达 13%-35%。急性胰腺炎可引起全身炎症反应，严重时可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血液灌流可有助
于中重度胰腺炎病程中的炎症介质清除。《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诊治急诊专家共识》推荐血
液灌流用于病因治疗。

（4）在新冠肺炎重症救治方面，血液灌流技术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血液灌流技术在新冠肺炎患者
上的应用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 2020 年 2 月 6 日，在《柳叶刀》杂志焦点论述-新冠 ICU 治疗中，国
际重症联盟主席 Jean-Louis Vincent 教授和国际肾病研究院主席 Claudio Ronco 教授联名指出，因病
毒本身或叠加细菌感染，新冠状病毒患者可常见脓毒症样症状。 对此，药物疗效不佳应考虑新的体外
脏器支持疗法包括采用血液灌流吸附治疗对炎症因子进行清除。实践也证明包括血浆吸附、灌流等技
术来治疗新冠肺炎是有效的。自 2020 年新冠爆发以来，健帆 HA330/HA380 血液灌流技术已经被写
入英国、摩洛哥、泰国、俄罗斯、伊朗、菲律宾、哥伦比亚、意大利、印度、越南 10 个国家不同级别卫生
机构的新冠治疗指南或推荐。

除此之外，血液灌流已开展应用于烧伤、多发伤、横纹肌溶解症等危重症疾病领域。
4、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血液灌流技术是新兴的医疗手段，尚处于行业发展的初期阶段。 目前国内从事血液灌流器产品生

产的公司数量有限、且规模较小，公司的产品处于行业主导地位。 由于公开披露的权威研究数据有限，
因此尚不能取得公司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数据，通过有限公开数据查询，目前，取得血液灌流器产品
注册证的企业仅 7家，且除健帆生物外其他 6家企业血液灌流器业务规模均较小。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
展，公司产品已经有了非常宽的护城河：领先的研发技术、先进的生产工艺、精密的制造工艺、系统的
产品控制能力、优秀的推广团队等。

血液灌流器产品在肾病、中毒、肝病、危重症、风湿免疫疾病等领域成功应用救治上百万患者，公
司已生产销售该类产品二十余年，未来产品发展的定位为“依托领先的科技优势，发挥强大的营销能
力，研发生产系列化的血液净化产品，专攻疑难慢性病及危急重症等疾病，不断满足临床医疗需求，保
持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获评国家工信部“第六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是珠海市医药行业入
选的首家企业，也是中国医疗器械行业中首批入选的两家企业之一。 国家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细分领域的行业制高点，是中
国制造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入选企业均为各行业翘楚。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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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其他原因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 年 末 比
上 年 末 增
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4,810,102,120.7
2

3,216,670,261.
94

3,233,389,009.
06 48.76% 2,494,662,121.8

3 2,494,662,12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358,857,697.5
9

2,806,789,690.
15

2,806,789,690.
15 19.67% 2,142,470,110.8

0 2,142,470,110.80

2021 年

2020 年 本 年 比 上
年增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675,454,460.1
7

1,950,780,490.
05

1,950,780,490.
05 37.15% 1,431,819,390.3

9 1,431,819,39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96,813,354.4
4 875,240,536.84 875,240,536.8

4 36.74% 570,822,715.83 570,822,71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36,716,383.5
1 840,944,452.67 840,944,452.6

7 35.17% 521,987,891.57 521,987,89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49,414,597.2
1 957,488,770.47 957,488,770.4

7 30.49% 583,495,276.06 583,495,276.0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1.49 1.1 1.1 35.45% 1.381 0.7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1.49 1.08 1.08 37.96% 1.36 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8.07% 35.74% 35.74% 2.33% 30.24% 30.24%

注：1 2020年公司因公积金转增股本而增加公司总股本， 因此公司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按
转增后股本调整列报 2019年的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因本报告期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故追溯调整上年度末总资产。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78,901,351.98 609,353,457.16 593,550,456.87 893,649,19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3,305,904.08 336,834,794.26 242,944,880.34 333,727,77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3,780,539.71 311,013,077.89 230,969,324.74 320,953,441.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720,147.72 257,595,617.33 173,823,571.96 583,275,260.2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62,115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股东总数

5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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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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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记
或 冻 结 情
况

股 份
状态 数量

董凡 境内自然人 43.55% 350,828,772 263,121,579

唐先敏 境内自然人 2.66% 21,416,425 17,209,81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9% 19,273,178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双擎升级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6% 13,340,413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创新升级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6% 10,117,13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科技先锋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2% 9,788,6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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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17% 9,432,185 0

郭学锐 境内自然人 1.06% 8,500,481 0

江焕新 境内自然人 0.99% 8,000,882 0

黄河 境内自然人 0.93% 7,466,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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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收到其他股东关于其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2）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健帆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持股数量为 8847589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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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 券 代
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 利率

健 帆 生 物
2021 年 可
转换公司债
券

健帆转债 123117 2021 年 06 月 23 日 2027 年 06 月
22 日 99,997.81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不适用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证鹏元资信评级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7月 27日出具《2021年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1年跟踪评级报告》，对公司及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2021年跟踪评级结果为：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 AA，发行主体信用等级维
持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29.66% 11.91% 17.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13,671.64 84,094.45 35.1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97.03% 35.77% 61.26%

利息保障倍数 158.96

三、重要事项
2021年度，新冠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状态，国内局部地区疫情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抽调了部分

医护资源，海外疫情蔓延形势不容乐观，整体上给公司国内外的业务拓展带来一定不利的影响。 公司
积极应对，聚焦主业，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工作计划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创造
了靓丽的业绩。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75 亿元，同比增长 37.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6.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7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 35.1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9亿元，同比增长 30.49%。 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聚焦主营，业务稳步增长
在肾科领域：目前公司产品已覆盖全国超过 6,000家大中型医院。报告期内，公司肾科领域新增三

大重磅医学支撑：（1）2021年 7月，健帆 HA 树脂血液灌流的卫生经济学研究正式在境外杂志《Annals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 发 表 ， 其 论 文 《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hemodialysis plus
hemoperfusion versus hemodialysis alone in adult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in China》
（《中国终末期肾病成人患者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与单纯血液透析的成本-效果分析》）指出“对于有
需要的病人，在其原血液净化治疗的同时，增加长期规范的健帆 HA130 血液灌流治疗具有经济性，可
以延长患者寿命 2.87年” 。该研究是血液灌流领域首个卫生经济学研究，可为临床医生实践和政府决
策提供有力支撑证据。（2）2021年 10月，健帆 HA树脂血液灌流器被列入《血液灌流在维持性血液透
析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上海专家共识》， 共识中明确指出对 MHD患者的 9种透析并发症应行血液灌流
治疗，举证了 HD 或 HDF 联合 HA130 治疗能显著改善 9 种透析相关并发症，并推荐治疗频次分别为
每 2周 1或 2次、每周 1次、每周 1~3次不等。 该专家共识不仅进一步明确了血液灌流在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也为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液灌流的合理、规范化治疗提供了指导性意
见。 2021年第四季度，公司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上海专家共识百城百讲”推广活动 128场，覆盖全国
23个省、近 3000家医院，覆盖超 1.3万名医护人员。（3）2021年 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印发《血液
净化标准操作规程（2021版）》（SOP），该 SOP 的“第十八章 血液灌流”中首次明确指出“每周 1 次 HA
树脂血液灌流器与血液透析器串联治疗 2h，可显著提高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血清 iPTH 和 β2 微球
蛋白的清除率，改善瘙痒症状”。 HA树脂血液灌流器是健帆独有产品，以上三大循证医学证据将对公
司产品的覆盖面及治疗频次的提升产生深远的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持续加强对尿毒症领域的新规格灌流器产品（HA60、HA100、HA150、KHA80、
KHA200）的推广，肾科新品已进入 400余家医院并使用，在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超 4,529万元，新品
市场开拓效果显著。 2021年度， 肾科各类灌流器产品（HA130、HA80、HA60、HA100、HA150、KHA80、

KHA200）共实现销售收入 172,402.11万元，同比增长 27.70%，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64.55%。
血液透析粉液实现营业收入 5,416.67万元，同比增长 79.12%。

在肝科领域：目前公司在肝病领域的相关产品已覆盖 1,500余家医院。公司远航项目、一市一中心
项目、新生计划均在有序推进中。（1）2021年 7月，由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发起、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
院牵头、健帆支持的“中国肝衰竭血液净化诊疗项目（以下简称‘远航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旨在
“建循证、做培训、制 SOP、建学科”，切实提高临床医生肝衰竭血液净化技术水平，更多更好地服务患
者，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 建循证方面，由南方医院牵头的前瞻性、多中心、非干预性真实世界研究
PADSTONE study逐步启动，预计入组具有血液净化治疗适应症的肝衰竭患者 1300例，为肝衰竭血液
净化建立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目前首批进入研究的共 36 家医院单位，均是全国各省市肝病有
权威、科研能力强的教学医院。 截至报告期末，已有 21家医院通过伦理，入组 100余例。 做培训方面，
2021年 9-12月远航项目已在 10个省市召开培训会，线上参训近 3万人，极大地提高了健帆人工肝技
术的知晓率。（2）2021年 6月，全国范围内新增 53家医院被授牌为“全国人工肝及血液净化技术示范
中心”，至此共有 191家医院被授牌为人工肝“一市一中心”项目医院，覆盖了 80%的地级市。（3）“新生
计划”是由北京肝胆相照公益基金会、全国疑难及重症肝病攻关协作组主办、健帆支持的公益帮扶项
目，旨在利用优质专家资源和实战经验，帮扶各省、市、州医院建立标准化人工肝及血液净化中心并对
中心技术开展进行指导。 该项目拟在三年内帮扶约 100家地州核心医院，新建人工肝治疗中心。 其中
第一期计划在 2022年帮扶 20家医院建立标准化的人工肝治疗中心。

报告期内，公司肝科相关产品（即一次性使用血浆胆红素吸附器(BS80、BS330)、一次性使用血液灌
流器 HA330-II、血浆分离器）共实现销售收入 31,049.00万元，同比增长 69.19%，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的 11.62%。

在危重症领域：目前公司危重症领域相关产品已覆盖 1,000余家医院。 公司持续加大在危重症领
域的投入和布局，截至目前团队已超 150余人。（1）2021年 3月，由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
员会牵头、健帆生物支持的“吸附型体外生命支持技术示范中心”项目正式启动。 该项目旨在以示范中
心标准化的处方和规范化的操作， 规范诊治和操作流程， 推动吸附型体外生命支持技术的应用和普
及。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 100家医院启动申报，并有 20家医院被正式授牌为“吸附型体外生命支持
技术示范中心”。（2）2021年 6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发表了对健帆 HA380血液灌流器在心外科应用的
SCI 文章《血液灌流对成人体外循环中炎症反应的影响》，研究指出：HA380 血液灌流能有效降低体外
循环患者全身炎症反应，促进术后恢复。 均将有利于推动公司血液灌流技术和产品在吸附型体外生命
支持技术领域的推广和普及。（3）2021年 7月，公司新产品细胞因子吸附柱（CA系列）取得医疗器械注
册证，该产品是国内首创的通过血液吸附原理来快速清除脓毒症患者体内以 IL-6 为代表的细胞因子
水平的产品，为脓毒症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和选择，填补了国内细胞因子清除类血液净化
产品的空白，是公司拓展重症领域的利器。 细胞因子吸附柱已于 2021年 12月 10日正式上市销售，上
市首日即在中日友好医院使用，快速抢救了一名严重脓毒症休克伴随急性胰腺炎患者，使患者转危为
安。 目前细胞因子吸附柱已在临床中开始应用，国内外重症领域的众多专家们都给予了高度地肯定和
厚望。

报告期内，公司在国内市场应用于危重症领域的 HA330和 HA380实现销售收入 17,304.30 万元，
同比增长 63.89%，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6.48%；其中国内 HA380 销售收入为 6,567.58 万元，同比增
长 532.1%。

2、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业务快速起势
受新冠疫情影响， 公司在海外国家的推广活动受到很大影响。 但公司采取多种创新措施积极应

对，排除万难，国际市场整体实现快速增长。 2021年度公司国际市场实现销售收入 12,780.20万元，同
比增长 137.99%，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4.78%。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实现在 80 多个国家实现产品销售，在肾病、中毒、肝病、危重症、风湿免疫疾
病等治疗领域成功应用救治上百万患者。 公司产品已并被纳入德国、越南、泰国、菲律宾、伊朗、拉脱维
亚、土耳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希腊 11 个国家相关医保目录，公司血液吸附技术先后被摩
洛哥、泰国、英国、俄罗斯、伊朗、菲律宾、哥伦比亚、意大利、印度、越南 10 个国家纳入不同级别卫生机
构的新冠治疗指南或推荐。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多维度的国际化进程。 在团队建设方面，公司在报告期内新聘 Caroline
Xiaokui Jin为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国际营销推广、科研合作、投资商务等工作。Caroline Jin是美国
俄勒冈州立大学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博士，曾任职于拜耳美国、碧迪亚太区、百特全球事业部，具有 25
年医疗行业经验、其中 8年血液净化重症及肾科领域经验，具备丰富的国际医疗器械行业的经验和资
源，对公司国际市场拓展“如虎添翼”。 公司加速各类优秀人才引进，并启动“本土化团队”建设，开始在
10个标杆国家打造本土化推广团队，国际团队人员数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国际化平台建设方面，健帆英文版国际官网（http://www.jafroninternational.com/）已正式上线，是
公司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传播窗口。 公司已在澳门注册成立了健帆国际有限公司，将以此为平台打造全
球服务和业务平台，以更好地吸收聚集全球优秀人才，提升公司国际形象，为公司国际业务的快速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国际学术推广方面：（1）2021年 6月，公司与 6位全球顶尖的临床研究和重症监护医学专家（包
括意大利维琴察国际肾脏研究所主任 Claudio Ronco 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奥斯汀医院重症监护医学
科主任 Rinaldo Bellomo 教授、 法国里昂爱德华·赫里奥特医院麻醉和重症监护医学科主任 Thomas
Rimmelé教授等）达成合作，共同成立多脏器支持疗法海外专家委员会（MOST），旨在集聚国际顶尖力
量深入研究血液吸附疗法， 为医学界多脏器支持疗法的全球临床应用提供更多循证证据和新的解决
方案。 MOST可以协助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公司血液灌流技术及产品，开展海外循证医学证据及临床研
究等，将对健帆血液灌流技术和产品在全世界的推广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2）报告期内，公司专
为国际范围内的临床专家打造了医学交流平台“健帆俱乐部”（jafronclub.com），截至目前已有超 4,000
名国际专家及医护成为注册会员。 公司已与 43名国际专家建立合作，计划启动多个海外临床研究，在
国际血液净化及其尖端技术方面为全球医学界提供更广泛的研究和指导。

3、加大研发投入，研发硕果累累
新产品研发方面：2021年度至今公司新增 7个新产品注册证。截至目前，公司共有 20个医疗器械

产品注册证，其中 17 个为 III 类注册证，2 个为 II 类注册证，1 个为 I 类注册证（产品注册证的具体情
况请查阅本章“第四节 研发投入”）。 其中，新产品细胞因子吸附柱（CA 系列）是公司专门研发用于降
低脓毒症患者的炎症早期或细胞因子风暴期以 IL-6为代表的细胞因子水平的产品，为脓毒症患者提
供了新的治疗手段，填补了国内细胞因子清除类血液净化产品的空白。2022年 3月公司新产品中空纤
维血液透析器获得 CE认证，进一步丰富了公司血液净化产业链的产品种类。 高通系列的中空纤维血
液透析器共 13个品规， 低通系列的中空纤维血液透析器共 11 个品规， 覆盖了该产品的市场通用规
格，且透析器能与公司现有的血液灌流器等产品产生协同作用，能更好地满足血透患者多样化的治疗
需求。

知识产权建设方面：2021年度公司获得授权 48项专利，其中发明 7项，实用新型 34项，外观设计
7项。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累计授权专利 270 项，其中发明专利 53 项（包括 1 项美国发明专利），
180个实用新型，37个外观设计（包括 1项美国外观设计）。

研发实力荣誉方面：（1）公司于 2021年 11月获评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国家工信
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明确“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细分领域的行
业制高点,是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入选企业均为各行业翘楚。 本次公司获评“制造业单项冠军
示范企业”是公司继“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十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后，再次获得的国家
级重磅荣誉，是国家对公司原创的血液灌流产品及技术、整体创新能力、市场地位的高度肯定。（2）公
司自主研发的发明专利“大孔吸附树脂及其制备方法”荣获广东省专利金奖，该奖项是广东省专利领
域最高级别奖项，全省 1200余项专利中只有 20项获奖，充分肯定了公司在高效吸附材料制备方面的
核心技术地位。（3）公司“新型生物相容性高效吸附材料制备技术及其在血液净化中的应用”项目获评
“创新珠海科技进步特等奖”。（4）2022年 3月，公司建设的“广东省医用体外循环吸附与分离技术企业
重点实验室”，凭借领先的原研原创技术、精湛的制成工艺等竞争优势，成功入选了“企业类省重点实
验室”名单。 以上均彰显了公司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整体研发实力。

研发投入方面：公司持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报告期内投资建设健帆科研楼，目前其建筑主体已
改造完成，在内部装修及设备安装过程中，预计 2022年下半年可以投入使用。 健帆科研楼是公司血液
灌流器研发及血液净化耗材评价测试为一体的研发基地，包含灌流器研发、评价与测试实验室及中试
车间等，可实现血液灌流类产品吸附材料、包膜材料、柱体流体力学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及新产品的中
试放大。 具备先进的评价与测试平台，可开展包括理化、生化、血液相容性、模拟临床体外循环、大动物
灌流试验等，可全面评价血液净化耗材类产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将建成位居行业前列的研发基地。

2021年度，公司研发投入 17,377.14万元，同比增加 115.17%，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6.5%。 截至报
告期末，公司研发团队已超 600人，其中 7名博士、175名硕士。

4、加大生产投入，产能布局进一步完善
作为Ⅲ类医疗器械制造商，公司持续加大生产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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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主研发自动化设备，并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其中磁悬浮输送线、固液混合灌装等多项先进技术为首次在国内药械业应用。 公司持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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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连续十年被评为广东省质量信用 A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报告期内，公
司被评选为“2021广东制造业 500强企业”，公司整体制造实力得到高度认可。

公司产能战略布局为：以珠海健帆集团总部为中心，湖北、天津为双翼，建设珠海血液净化产品基
地、健帆集团“金鼎产业园”、湖北血液净化产品基地、天津血液净化产品基地，形成辐射全国的产能布
局。 报告期内，公司全国各地的产能扩建项目陆续竣工：（1）珠海金鼎血液净化产能扩建项目为血液灌
流器、医用纳米级膜材料的血液透析器及血浆分离器、血液净化设备等医疗器械产品的生产基地，占
地 143亩，总投资为约 15亿元。 其中项目一期投资总额约 9亿元，已于 2021年 8月 8日封顶，并已取
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预计 2022年上半年投产使用。（2）珠海健帆园总部的灌流器新车间已投入使
用，该车间为自动化生产车间，可为公司新增约 10亿产能。（3）珠海健帆园总部北区的血液透析器生
产基地于 2021年 7月竣工投产，其中一期可实现年产 400万只透析器产能。（4）湖北健帆血液净化产
能项目已于 2021年 7月竣工，该项目占地 120余亩，具备全自动化的透析粉液生产线，可满足中部地
区的透析粉液市场需求。（5）珠海健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物材料项目（原材料树脂等）总投资约
3.1亿元，占地 58亩，该项目已于 2021年 12月 31日正式开工奠基。（6）公司参股投资的医药公司健
福制药在珠海金湾区取得 100亩土地，并于 2022年 3月 29日正式开工奠基。

2022年 3月，健帆集团广州中心扩展竣工并投入使用，广州中心总面积超 2千平方米，集办公、展
览、学术交流、商务接待等多功能于一体，能进一步满足公司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汇聚更多优秀人
才，将是公司在广东及大湾区发展的全新名片。

5、重视人才引入，加大员工激励力度
公司利用自身品牌吸引力和上市公司平台优势持续引进各类人才，尤其是市场营销、高端管理和

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2021年度公司新引入各类人才 1000余人。
2022 年 2 月，公司实施了新一期的期权激励计划，向 719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698.80 万份股票

期权，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87%。 至此，公司自 2016 年上市至今已累计实施了 6 次激励计划（含限
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授予的权益总数量占当时总股本的比例累计达到 6.48%，累计激励员工 2,300
人次。 截至目前尚在有效期内的权益数量超 2,000万股/份，目前覆盖员工 1300 余人，覆盖率（覆盖员
工/总员工）超 46%，充分彰显了公司“以奋斗者为本”的人才理念及“乐共赢”的企业价值观。

通过全员上下的奋力拼搏，公司层面达成激励计划行权/解禁的业绩考核目标，公司于 2021 年 4
月完成了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解禁/行权工作，让优秀员工分享公司发展的收益。 本着
诚信及对股东的负责态度，公司严格按照个人业绩考核结果对激励对象予以解禁/行权：（1）2020 年度
参与公司激励计划的可考核激励对象共 729名， 结合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 可解禁/行权人数 598
人， 其中：227名激励对象本年解禁比例为 100%，228 名激励对象本期解禁比例为 80%，87 名激励对
象本年解禁比例 65%，56名激励对象本年解禁比例为 50%，58 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不合格不能解禁/
行权，7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行权条件。

公司通过持续的实施股权激励，不断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的激励，让优秀员工分享公司
的发展成果，不断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报告期内，公司摊销的股份支付费用为 826.62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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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具体内容为公司拟受让关联方天津
美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美亚”）持有的奇瑞 S18（瑞麒 M1）及 S18D（瑞麒 X1）车
型的先进成熟技术，开发生产纯电动轿车及 SUV，加快纯电动乘用车项目进展，助力公司实现飞跃发
展，本次购买资产的最终转让价格以评估价与交易暂定价（13,230 万元）孰低为准（评估基准日为
2021年 8月 31 日）。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2）。

2021 年 12 月 15 日，公司与天津美亚签订了《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年 12月 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关联交易购买资产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77）。

一、资产移交情况
天津美亚与公司本次 S18/S18D二个车型交割内容包括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二部分，移交情况如

下:
1、S18/S18D二个车型共 2138项固定资产,双方剔除损坏、盘亏、资产号码重复等问题, 从双方交

割清单中剔除 458 项，天津美亚与曙光汽车合格的交割资产总数量为 1680 项固定资产,已经全部完
成资产交割。

2、无形资产部分交割，天津美亚与曙光汽车双方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无形资产交割，交割内容包
括：

2.1专利检索网站及专利清单；
2.2 S18/S18D车型成本 BOM、联系人、S18/S18D 外委工装（模检夹）清单、S18D 资产台账、S18 车

型工艺路线；
2.3强检报告及 3C清单
2.4 S18/S18D二个车型的全部二维、三维图纸及数模及技术协议、实验报告等。
以上天津美亚与公司本次 S18/S18D二个车型交割资产已于 2022年 3月 30日前全部交接完成。
二、项目开发的阶段进展
1、项目已完成整车的方案设计、数据已完成绘制，零部件已进行开发制造阶段。
整车设计任务书、VTS、技术方案、EBOM、新造型设计、色彩定义、设计报告等已完成编制下发，整

车数据已完成搭建，数据校核已经完成；整车及内饰图片如下：
BS11:

BX11：

2、整车数据已完成下发，工艺工程已进行整车 SE 分析，制造可行性已分析完成，整车变动部分
的结构强度等 CAE已经完成；

3、整车零部件成本目标已经设定，零部件定点基本完成，新设计零部件的开发制造已经启动；
4、试验车试制方案已经确定，4 月份样车试制零部件采购已经下发，部分零部件已经到厂，试制

方案和计划已经确定。
产品开发目前已经完成整车设计开发阶段，进入零部件和工装模具开发制造阶段，其中四月份

骡车试制的零部件的工装模具基本已制作完成，电驱动后桥等已制作完成，样件已送达公司，高压三
电零部件已在制作过程中，按照计划 4月底可完成骡车试制和启动相关的整车标定试验工作。

三、人员的匹配情况
公司乘用车研究院针对新能源乘用车开发流程，以及收购资产的适应性开发的情况，已从国内

北汽、长城、吉利、奇瑞等各大主机厂招聘研发工程师，工龄平均在 10 年以上，经验丰富，均有一款以
上新能源乘用车成功开发经验；同时组织公司各事业板块的研发人员协作，其中由公司电气领域海
归博士领衔，带领研发三电及电器智能化模块开发团队 35 人，专项推动新能源车型三电系统和电器
系统开发。

本次关联交易购买资产的后续进展，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11日

股票简称：曙光股份 证券代码：600303 编号：临 2022-025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3月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量

产品名称

月度对比 年度对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整车

客车 106 15 606.67% 303 15 1920.00%

皮卡 10 819 -98.78% 168 2133 -92.12%

特种车 11 110 -90.00% 59 163 -63.80%

合计 127 944 -86.55% 530 2311 -77.07%

其中：新能源客车 106 12 783.33% 203 12 1591.67%

汽车零部
件 车桥（支 ） 62074 67090 -7.48% 176839 178298 -0.82%

销量

整车

客车 210 19 1005.26% 322 21 1433.33%

皮卡 430 729 -41.02% 708 2010 -64.78%

特种车 12 112 -89.29% 59 174 -66.09%

合计 652 860 -24.19% 1089 2205 -50.61%

其中：新能源客车 210 12 1650.00% 222 12 1750.00%

汽车零部
件

车桥（支 ） 54788 45683 19.93% 179550 168290 6.69%

其中：车桥（自配 ） 516 1933 -73.31% 1236 6091 -79.71%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11日

证券代码：688002 证券简称：睿创微纳 公告编号：2022-021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102.375万股
●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2年 4月 14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

的规定，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8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完成了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0 年 7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
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
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0年 7月 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
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黄俊先生
作为征集人就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
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0年 7月 4日至 2020年 7月 13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0年 7月
15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公告编号：2020-028）。

（四）2020 年 7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烟台睿创
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烟台睿创微
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
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
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020年 7月 2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0-032）。

（五）2020年 9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
了核查意见。

（六）2021 年 7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监事会同意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含预留授予）由 20 元/股调整为 19.86
元/股；认为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
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七）2022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
会对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姓名 国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 （万股）

本 次 归 属 限 制 性 股
票数量 （万股）

本 次 归 属 数 量 占 已 获
授 予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的比例

一、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 / / / / /
二、核心技术人员
/ / / / / /
小计 / / /
三、中层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及业务骨干 （共 101 人） 409.50 102.375 25.00%
合计（101 人 ） 409.50 102.375 25.00%

注：上表中仅包含实际归属的激励对象信息，不包含 1 名未向公司支付归属认购款项的激励对
象信息。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共有

102人，其中 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未向公司支付归属股票 7500 股对应的认购款项，经本人确认
放弃其第一个归属期对应的股票归属权，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期实际归属
人数为 101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2年 4月 14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02.375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归属股票无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与。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445,000,000 1,023,750 446,023,750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 445,000,000股增加至 446,023,750股，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归属前后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股份数不变，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出具了《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XYZH/2022BJAA10794】， 对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 2022年 3月 28日，公司实际已收到 101名
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 20,331,675元，其中，新增股本 1,023,750元，转
入资本公积 19,307,925元。

2022年 4月 8日， 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
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118.00万元，基本每股收

益为 1.0364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 446,023,750 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 2021年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023,750 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23%，对公司最
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12日

证券代码：688002 证券简称：睿创微纳 公告编号： 2022-022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调整

每股分配比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由人民币 1.12元（含税） 调整为人民币 1.1174 元

（含税）。
● 本次调整原因：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新增股份 1,023,750股已于 2022年 4月 8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变更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446,023,750
股。公司按照现金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每股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12元（含税）。 以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的公司总股本 445,000,000股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984 万元（含税）。 2021 年度不
实施包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红股在内的其他形式的分配。 2021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数额占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0.81%。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
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另行公告
具体调整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3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公司同日披露了《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
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公司新增股份 1,023,750股已于 2022年 4月 8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公司的总股本由 445,000,000股变更
为 446,023,750股。

依据上述总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中现金分配总额
不变的原则，对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每股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即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
原定利润分配总额 ÷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 =49,840,000 ÷
446,023,750=0.11174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五位），实际利润分配总额=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0.11174×446,023,750=49,838,693.83 元（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 公司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具体日期。

综上所述，公司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调整为：每股现金红利 0.11174 元（含税），利润分配总
额为 49,838,693.83元（本次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的尾数四舍五入调整所致），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