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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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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本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敬请参阅“第三节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险因素”相关内容。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爱博医疗 688050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裕茜 王玉娇 

电话 010-89748322 010-89748322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兴昌路9号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兴昌路9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s@ebmedical.com investors@ebmedical.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174,629,495.39 2,047,595,997.10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769,534,416.68 1,673,846,060.67 5.7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72,979,402.82 206,287,513.24 3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3,162,853.19 91,448,838.70 3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2,029,798.05 82,311,119.64 36.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8,611,277.57 94,756,199.99 35.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10 5.87 增加1.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7 0.87 34.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7 0.87 34.48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11.44 13.53 减少2.0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7,297.94 万元，同比增长 32.33%，其中：“普诺明”等系列

人工晶状体收入同比增长 15.10%，“普诺瞳”角膜塑形镜收入同比增长 71.70%。2022 年第二季

度受疫情影响，部分区域医疗机构白内障手术量下降，使得人工晶状体增速阶段性变缓。角膜塑

形镜受到疫情影响相对较小，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速。 

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16.29 万元，同比增长 34.68%。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202.98 万元，同比增长 36.11%。除收入增长影响外，

销售费用等期间费用控制较好，费用增速低于收入增速，利润总额同比增长达到 44.18%。所得税

费用同比增长较多，主要系公司为提升产品出库效率，自本报告期初起人工晶状体等产品不再通

过子公司爱博科技进行销售，改为由爱博医疗直接销售，减少了内部交易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增加了递延所得税费用。 

本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35.73%。主要为报告期内收入增长、回

款增加所致；同时增值税留抵退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实施，也使得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增加

较多。 



受益于公司净利润的增长，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相关指标同比增长。 

本报告期研发投入总额为 3,122.56 万元，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1.44%，同比增长

11.88%。研发项目中，多功能硬性接触镜护理液已于 2022 年 2 月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取

得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正式上市销售；角膜塑形镜增扩度数适用范围注册申请已于 2022 年 6

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可以为更多的近视患者提供产品服务。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42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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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解江冰 
境内自然

人 
12.93 13,594,779 13,594,779 13,594,779 无 0 

白莹 
境内自然

人 
6.43 6,760,732 6,760,732 6,760,732 无 0 

北京博健和创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77 6,070,226 6,070,226 6,070,226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博健创智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09 4,300,000 4,300,000 4,300,000 无 0 

世纪阳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0 3,999,933 0 0 无 0 

北京龙磐生物医药

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3.80 3,999,933 0 0 无 0 

富达成长（上海）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外法人 3.69 3,881,446 0 0 无 0 

毛立平 
境内自然

人 
2.96 3,113,563 3,113,563 3,113,563 质押 2,209,792 

北京启迪日新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0 3,049,288 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欧医

疗健康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67 2,808,428 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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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江冰先生与白莹女士、北京博健和

创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博健创智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毛立平先生具有一致行动关系；公司自然人股东白莹

和毛立平为夫妻关系；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北京龙磐

生物医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