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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0                    证券简称：达安基因                 公告编号：2017-066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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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安基因 股票代码 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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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斌 曾宇婷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香山 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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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9 号 路 19 号 

电话 020-32290420 020-32290420 

电子信箱 zhangbin@daangene.com zengyuting@daange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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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080,911.27 789,349,696.28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105,257.74 64,271,454.25 -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2,502,687.57 46,927,612.41 -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0,412,733.60 -177,167,516.09 9.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5% 4.73%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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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0,258,829.94 4,139,659,263.28 -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34,905,605.48 1,609,421,768.96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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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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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63% 120,553,716 0   

广州生物工程中心 国有法人 15.00% 108,738,07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46% 25,117,290 0   

何蕴韶 境内自然人 2.42% 17,550,708 13,163,031 质押 7,750,000 

程钢 境内自然人 1.86% 13,449,183 10,086,887 质押 9,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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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市高腾企业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7% 12,134,877 0   

周新宇 境内自然人 1.34% 9,729,197 7,296,896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77% 5,610,000 0   

广东民营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6% 3,352,717 0   

珠海拓扑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2% 2,35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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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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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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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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按照董事会提出的要求，在公司经营班子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继续立足中

国市场，通过夯实以开放——合作——共赢为基础的全国性网络化多层次业务平台，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

场，并以投资为抓手继续推进公司产业链深入整个大健康领域，使得公司业绩继续得到持续的增长，公司

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发展。主要经营成果如下： 

（1）公司业绩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市场拓展能力和销售能力得到有效的发挥，积极推动了新领域、新市

场、新产品的发展，主营试剂与仪器设备的销售数量都取得了持续增长，实现营业收入771,080,911.27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2.31%；利润总额86,238,406.8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58,105,257.7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59%。基本完成了2017年上半年的各项经营指标。  

（2）继续完善具有达安特色的营销体系，持续建设开放——合作——共赢的全国性网络化多层次的业

务平台，不断提高公司技术服务网络的服务水平，从而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推进建设以开放——合作——

共赢为基础的营销平台，继续完善并深化具有达安特色的营销体系，构建全国性网络化多层次业务平台，

同时逐步完善全国技术服务网络，提升服务水平，以服务提升产品增值，以产品带动服务成长，从而使公

司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持续进入市场，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效果，实现了公司业绩的稳定增长。 

     2017年上半年，公司分子诊断试剂的销售取得持续、稳定的增长，在不断细分市场的基础上，采用

系列化、方案化的整体产品组合方式进入市场，关注个体化诊断市场的发展，加大了市场推广的力度，市

场范围覆盖了临床应用、公共卫生、检验检疫、科研、政府项目、企业应用等诸多领域，保持了公司在国

内分子诊断领域的领先地位。在产品线的经营上，免疫、仪器等产品线获得快速增长，时间分辨(TRF)、

公共卫生、科研服务、血筛等产品线获得较快增长，各产品线目前均已表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 

    在营销工作的各个环节上，围绕业务发展不断提升管理水平，业绩考核制度以及应收账款联动考核机

制均实现常态化管理，区域管理体系基本形成，有力地保证了销售目标的达成、风险的控制和业务质量的

水平。 

（3）达安研究院继续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不断完善高效、开放的研发平台的建设，为公司保持持续、

健康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报告期内，达安研究院继续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继续推进“没有围墙”的研究院的建设，不断完善高

效、开放的研发平台的建设，不断提高基础研究——产品开发——报批等全过程、一体化的研发运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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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作效率，促进分子诊断技术、免疫诊断技术等技术平台的产业化水平，将高效的研发体系构成了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 

 1）坚持以培育和提升企业核心技术及其关键要素为技术创新原则，不断丰富和发展现有支撑产品特

别是分子诊断产品的核心优势，使公司的技术优势保持国内一流、并具有世界水平的领先地位。 

 2）坚持以核心技术为基础的产品开发原则，作为产品创新的出发点，加强关键技术平台和设施建设，

不断完善新型技术平台，促进公司分子诊断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3）坚持三高产品（高技术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跟踪组合原则，不断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优化产品组合。 

 4）重视梯队建设，加强人才培养，树立标准化、模块化、流程化的研发观念，加快产品开发速度。 

 5）实现核心原料和关键工艺实现的突破，加强中试工艺，进一步提高产品产业化的质量和水平；全

面完成课题申报任务和结题任务，高质量地完成产品注册工作。 

（4）继续加强全国性网络化医学独立实验室的建设，持续提升独立实验室的运营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随着医疗卫生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政策的驱动以及医疗卫生机构观念的持续转变，独立医学

实验室的发展环境得到不断改善。 

2017年上半年，医学独立实验室的经营获得持续发展，在效益与规模并行发展的工作目标的指引下，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46%，各个实验室的运营状况正在得到不断改善。 

（5）继续推进公司的投资产业布局，加强对投资企业的整合和监管力度，让达安基因成为一个优良的

创业平台 

继续推进与加快公司的投资产业布局，通过投资实施和完善公司的产业链发展战略，以资源共享为基

调，开放公司的销售平台、服务平台、研发平台、报批平台和资本平台来帮助所有合作伙伴实现发展和提

高，让达安基因成为一个优良的创业平台、合作平台和梦想实现的平台。  

（6）进一步推进企业文化体系的建设，不断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进企业文化体系的建设，持续宣贯“简单、阳光、规范、高效、尽责”的达

安管理理念，促进全体员工树立“分享成长价值”这一核心价值观，为建立“百年达安”奠定了扎实的企

业哲学思想。 

 2017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推进公司的职业化、规范化管理，不断提升公司的管理能力，提高了整个公司

运营效率。 

（7）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绩效与激励体系，通过建立创业平台，同时建立以多层次的、以员工持股为

核心的长效激励机制来进一步推进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科学化建设 

 在公司内，工作指标——绩效——激励三位一体化的绩效与激励管理体系得到全面落实，员工的精神

面貌与工作效率得到充分地提升，发挥了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科学性、整体性、协同性和监督性。 

 2015年10月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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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

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

参加对象为公司部分监事、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符合认购条件的员工。独立董事对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取得国家教育部、财政部的批准，公

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为适应现有的行业发展和竞争环境，积极响应国家鼓励多种形式的创业机制，公司建立了创业平台，

同时建立以多层次的、以员工持股为核心的长效激励机制，进一步推进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科学化建

设。在新兴领域，鼓励员工和公司合作，积极创业创新，并且开放公司平台，吸引社会资源加盟达安，从

而推动公司的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发展。 

（8）获得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表彰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

“广州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被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评为“企业信用等级AAA级”及“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信用管理中心会员单位”；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评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16年度信息披露考核A级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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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变更内容：对2017年1月1日起新增的政府补助收入按规定与日常

经营活动相关的记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与企业日常活动

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变更原因：2017年5月2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

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等要求 

其他收益增加：12,812,975.64元； 

营业外收入减少：12,812,975.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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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6 家，原因为：本期新设成立子公司6家。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广州瑞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 

广州达瑞生殖技术有限公司 新设 

http://baike.baidu.com/view/5392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92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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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瑞生物技术（香港）有限公司（Darui Biotech(Hong 

Kong)Co.,Limited） 
新设 

达金环球香港有限公司（Dajin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新设 

霍尔果斯安丞达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深圳云康医学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 

2）本期减少合并单位 1 家，原因为：注销。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广州达桐医贸易有限公司 注销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蕴韶 

                                                               2017 年 8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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