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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胡勇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翰璟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简述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坚持“以产品为核心、以客户为导向”，进一步调整内部组织结构，优化资源

配置，成立了中心实验室事业部、POCT 事业部，进一步强化分子诊断事业部的建设，将研发、市场人员按产品纳入事业部

管理架构，发挥研发、市场的协同效应，提高效率，满足市场竞争的需要。中心实验室事业部整合了原有酶免、光免、生化、

TGS 研发、化学发光仪器研发、生化仪器研发、市场部等部门的职能，新设创新中心以进一步发挥公司在 IVD 领域的研发

优势，进一步强化市场部在产品研发规划、市场定位、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功能。 

公司持续提升产品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产品质量安全。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欧盟公告机构 TUV-SUD 和德国监管部

门的质量体系年度审计；顺利通过 SFDA监管部门的所有例行飞行检查，通过率达到 100%。公司产品 HIV 诊断试剂盒（胶体

金法）和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ELISA）于近日顺利通过 CE 认证。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仪器+试剂”的业务模式，加大渠道投资建设，积极布局优质渠道资源，继上半年公司出资 210

万元增资控股西安申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22%股权后，公司在第三季度决议出资 1.53亿元控股收购广东新优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55%股权，并已在报告期内完成股权交割相关手续，取得日立生化在广东、广西、湖南、海南市场一级代理权，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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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公司在华南四省生化诊断市场尤其中高端市场的市场份额。 

公司把握地方政府落实国家分级诊疗政策带来的行业发展机会，积极参与各地政府招标，在贵州省乡镇卫生院远程医

疗全覆盖设备采购项目（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招标中中标，中标数量 416 台，中标总金额 2566 万元，此次中标已全部执行

完成。此次中标可以快速增加公司生化业务的市场份额，增加仪器销售收入，带动试剂销售长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4,058 万元，同比增长 9.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83 万元，同比

下降 8.99%。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96,414,837.08 2,323,194,784.42 1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68,834,663.99 1,844,832,533.17 6.7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9,548,371.04 11.27% 1,140,582,967.97 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9,542,892.00 -9.93% 185,830,808.81 -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7,676,755.24 -8.70% 177,724,047.25 -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669,276.73 -75.31% 43,071,587.18 -64.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61 -10.00% 0.3625 -9.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61 -10.00% 0.3625 -9.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7% 减少 0.62 个百分点 9.57% 减少 1.93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74,959.5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819,376.31 财政拨款、税收返还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113,270.48  

债务重组损益 2,000,000.00 子公司债务豁免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8,4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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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1,428,424.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00,843.62  

合计 8,106,761.5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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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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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gue 

Agent(HK) 

Limited 

境外法人 18.70% 95,863,038 20,291,693   

唐伟国 境内自然人 7.13% 36,569,113 36,569,113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3.39% 17,398,947 0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2% 9,821,22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1% 8,230,200 0   

李伟奇 境内自然人 1.22% 6,27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机遇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 5,865,549 0   

刘向阳 境内自然人 1.08% 5,535,8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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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广 境内自然人 0.89% 4,553,397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瑞惠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4% 4,315,4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League Agent(HK) Limited 75,571,345 人民币普通股 75,571,34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398,947 人民币普通股 17,398,94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018L-FH001 深 
9,821,221 人民币普通股 9,821,22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230,200 人民币普通股 8,230,200 

李伟奇 6,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7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5,865,549 人民币普通股 5,865,549 

刘向阳 5,535,867 人民币普通股 5,535,867 

李华广 4,553,397 人民币普通股 4,553,39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4,315,400 人民币普通股 4,315,40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498,268 人民币普通股 3,498,2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唐伟国先生曾担任公司董事长，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任期届满离任；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李伟奇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270,000 股，刘向阳通过投资

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535,867 股，李华广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553,397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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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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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账款期末比期初增加46.24%，主要是增资控股西安申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控股收购广东新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导致合并范围增加、贵州省乡镇卫生院远程医疗全覆盖设备采购项目中标增加生化仪器销售产生的应收账款增加等原因所

致。 

2、预付账款期末比期初增加41.00%，主要是合并范围增加以及代理希森美康产品暂付的备货款增加所致。 

3、长期股权投资期末比期初减少100%，主要是为梳理参股企业股权，优化资源配置，简化投资结构，公司受让原参股

公司上海梅里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所持股权使之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4、商誉期末比期初增加67.73%，主要由于报告期内控股收购广州新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5、应付账款期末比期初增加了67.25%，主要由于合并范围增加和为贵州省乡镇卫生院远程医疗全覆盖设备采购项目生

产所需材料备货增加所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64.09%，主要是代理产品暂付备货款和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增加等原因

所致。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46.81%，主要是控股收购广东新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League 

Agent(HK) 

Limited 

股份限售

承诺 

对于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自该等股份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

内，其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转让。 

2014 年 01

月 20 日 

自通过本次

协议转让取

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过户

至其名下之

日起 36 个月 

承诺期已满，

承诺履行完

毕 

资产重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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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唐伟国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承诺方向本公司承诺所控制的子公司将不从

事体外临床免疫诊断试剂、生化诊断试剂及

核酸诊断试剂等的研究、生产和销售等业务，

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2004 年 06

月 08 日 
长期承诺 实际履行中 

League 

Agent(HK) 

Limited 

股份限售

承诺 

承诺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所获

20,291,693 股股份自 2015 年 4 月 28 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2015 年 04

月 28 日 
36 个月 实际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唐伟国 
股份限售

承诺 

承诺方向公司承诺自 2014 年 7 月 28 日起三

年内，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转让或出

售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但质押融资并且

不导致股份权益变动的情形除外）。在前述承

诺基础上，唐伟国追加承诺：在上述股份锁

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科华生物股份，

将减持股份所得的全部收益上缴科华生物。 

2014 年 07

月 28 日 
36 个月 

承诺期已满，

承诺履行完

毕 

League 

Agent(HK) 

Limited 

股份限售

承诺 

股东追加承诺对于通过协议转让取得的公司

40,489,116 股无限售流通股，自 2014 年 6 月

18 日起 36 个月内，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

接转让，追加锁定期后的限售截止日为 2017

年 6 月 17 日。承诺方进一步追加承诺，若在

上述股份锁定期间发生科华生物公积金转增

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等使股份数量发

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

科华生物股份，将减持股份所得扣除投资本

金后的全部收益上缴科华生物。 

2014 年 06

月 18 日 
36 个月 

承诺期已满，

承诺履行完

毕 

League 

Agent(HK) 

Limited 

股份限售

承诺 

股东追加承诺对于通过协议转让取得的公司

8,770,557 股无限售流通股，自 2014 年 7 月

28日起36个月内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

转让，限售截止日为 2017 年 7 月 27 日。承

诺方进一步追加承诺，若在上述股份锁定期

间发生科华生物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

红利、配股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

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在上述股份锁

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科华生物股份，

将减持股份所得扣除投资本金后的全部收益

上缴科华生物。 

2014 年 07

月 28 日 
36 个月 

承诺期已满，

承诺履行完

毕 

League 股份限售 股东追加承诺对于通过协议转让取得的公司 2014 年 08 36 个月 承诺期已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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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HK) 

Limited 

承诺 26,311,672 股无限售流通股，自 2014 年 8 月

19日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转

让，追加锁定期后的限售截止日为 2017 年 8

月 18 日。承诺方进一步追加承诺，若在上述

股份锁定期间发生科华生物公积金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等使股份数量发生

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

科华生物股份，将减持股份所得扣除投资本

金后的全部收益上缴科华生物。 

月 19 日 承诺履行完

毕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00% 至 1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0,916.04 至 25,564.05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3,240.0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本业绩预计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2）截至本业绩预计发布时，还未发现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计

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50,100.00 -4,531.48 1,648,207.40 0.00 0.00 0.00 1,698,307.40 自有资金 

合计 50,100.00 -4,531.48 1,648,207.40 0.00 0.00 0.00 1,698,307.4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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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1-13/1203013826.DOCX 

2017 年 03 月 0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3-03/1203129041.DOCX 

2017 年 03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3-08/1203141740.DOCX 

2017 年 04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4-24/1203374195.DOCX 

2017 年 04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4-28/1203423889.DOCX 

2017 年 05 月 0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5-03/1203474027.DOCX 

2017 年 06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6-16/1203625050.DOCX 

2017 年 07 月 14 日 其他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7-17/1203709962.DOCX 

2017 年 08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8-29/1203895330.DOCX 

2017 年 08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9-01/1203924291.DOCX 

2017 年 09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9-05/1203951844.DOCX 

2017 年 09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9-15/1203979366.DOCX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勇敏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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