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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0                   证券简称：达安基因                   公告编号：2018-013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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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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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24,920,472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送红股 1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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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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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香山路 19 号 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香山路 19 号 

电话 020-32290420 020-32290420 

电子信箱 zhangbin@daangene.com zengyuting@daangen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依托中山大学雄厚的科研平台, 是以分子诊断技术为主导的，集临床检验试剂和仪器的研发、生

产、销售以及全国连锁医学独立实验室临床检验服务为一体的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公司以实现成为中国

一流、国际知名的诊断产业上下游一体化供应商为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摸索出以投资方式推进产业链发

展的模式，使公司的产业布局与公司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经过二十多年不断地发展，公司业务范围涵盖

了分子诊断技术、免疫诊断技术、生化诊断技术、医疗器械、检测服务、优生优育、食品安全和产业投资

等诸多领域，以PCR、公共卫生、仪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产品(TRF)、血筛、地贫、科研服务等产品线全

面进入整个体外诊断产业，不断延伸公司的产业布局到大健康领域。 

试剂类产品： 

主要类型 主要产品 

荧光定量PCR系列产品 

乙型肝炎病毒核酸定量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登革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

探针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扩增（PCR）荧光检测试剂盒等涵盖肝炎、呼吸道、消化道、优

生优育、性病、肿瘤、遗传病等系列检测产品。 

公共卫生系列产品 

呼吸道合胞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甲型H1N1流感病毒（2009）RNA检测试

剂盒（PCR-荧光探针法）、柯萨奇病毒A16型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发热伴血

小板减少综合征布尼亚病毒核酸定量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等涵盖呼吸道、消化道、

动物疫病、虫媒传播等系列检测产品。 

时间分辨系列产品 

甲胎蛋白定量测定试剂盒（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法）、癌胚抗原定量测定试剂盒（时间分辨免疫

荧光法）、新生儿苯丙氨酸定量测定试剂盒（荧光分析法）等涵盖产前筛选、新生儿筛查、肝

炎、肿瘤等系列检测产品。 

酶联免疫系列产品 

EB病毒衣壳抗原（VCA）lgA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恶性疟快速检测试剂盒（免疫层

析法）、乙型肝炎病毒e抗原（HBeAg）检测试剂（胶体金法）、总前列腺特异抗原定量检测试

剂盒（酶联免疫吸附法）等涵盖肝炎、肿瘤、性病等系列产品。 

仪器类产品：公司拥有荧光定量PCR仪、核酸提取仪、全自动核酸分子杂交仪等仪器。 

检测服务产品：公司医学独立实验室提供医学检验、健康服务，如遗传易感性基因检测、肿瘤标志物检测、

宫颈癌筛查、无创基因检测、病原微生物基因检测等健康服务。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市场竞争格局 

（1）所属行业的发展趋势 

从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现状看，随着全面贯彻关于建设健康中国的十九大精神,以保障人民健康、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为导向，在深化医疗卫生改革的大背景下，在全民医保制度实施、医疗及公共卫生重大专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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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及人口老年化趋势等因素的驱动下，医疗扩容趋势依然延续，同时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和消费能

力的提高，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推动及支持，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以创新驱动的生物医药行业中的企业的

收入和利润将会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 

我司的主营业务处于生物医药行业中的体外诊断试剂（IVD）领域，目前行业的发展体现出下列趋势： 

1）全球体外诊断试剂技术发展较快，市场规模保持5%左右的稳定增长，但行业集中度较高，全球IVD

市场的驱动力来自新兴市场。 

2）随着医改的推进和医学治疗模式从治疗向预防的转变，国内诊疗人次将稳步提升，诊断技术的发展

与应用领域的扩张，在这些因素的刺激下，国内IVD市场的整体发展速度将保持增速15%左右，IVD行业进

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其中免疫诊断是龙头，而分子诊断是成长最快的市场。 

3）国内体外诊断试剂行业在快速发展中，各类技术平台的创新速度在加快，应用领域得到不断拓展，

应用产品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进口替代与产品创新成为国内IVD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

同时中高端诊断技术、产品对低端诊断技术的替代比重在上升。 

4）国内以传统体外诊断技术平台为主的行业集中度在增加，而新兴技术平台的市场仍在扩张发展中，

进口替代、产品升级、技术扩张、战略重组等是中国企业进行发展的重要选择方式。 

5）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培育，整个行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

发展机遇阶段。 

（2）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 

随着生物医药行业的持续发展、体外诊断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领域的逐步扩大，我国体外诊断试剂

行业已进入持续发展期。在国家政策所带来的潜在需求释放的政策红利、市场发展所带来的成长效应、行

业盈利水平较高所带来的趋利效应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所带来的政策拉动效应的多重利益的驱动下，以现代

生物医药工程技术为基础的体外诊断试剂产业进入规模化、专业化、一体化的大诊断时代，逐渐形成以各

个诊断技术平台为基础、以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为特征的垄断竞争结构的市场发展趋势，体现出以下特点： 

    1）专业化诊断技术公司的基于诊断技术平台多样化、复合化的横向一体化发展； 

    2）具有医药背景公司的医诊一体化的纵向一体化发展； 

    3）诊断技术与诊断服务相结合的诊断试剂——诊断器械——诊断服务的一体化发展； 

    4）随着个体化医疗的推广，血液、肿瘤、遗传性疾病以及用药等的个性化检测需求数量上升强劲，

给分子诊断技术的市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个体化诊断技术已经成为IVD

行业新的增长级； 

    5）诊断产业发展的边界在扩大，从临床应用，发展到科研、动植物、公共卫生、检验检疫、食品安

全和企业应用等诸多检验领域； 

    6）鉴于市场规模和技术应用的不断发展，具有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品牌、市场、规模等优势的诊

断技术类生物医药公司将会获得更大的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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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以分子诊断技术为主导，业务涵盖了免疫诊断技术、生化诊断技术、医疗器械、检测服务、优生

优育、食品安全和产业投资等诸多领域。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积累，公司已成为国内分子诊断试剂行业的

龙头企业，拥有在行业内处于市场领导地位的“达安基因”品牌，以及在行业内处于市场领先地位的“云

康”、“达瑞生物”等品牌，以及区域优势品牌“中山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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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年 

营业收入 1,542,429,345.10 1,612,560,471.81 -4.35% 1,474,339,10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447,799.33 106,685,504.52 -18.97% 101,237,34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226,630.33 70,135,771.73 -22.68% 64,861,073.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9,933,924.63 -381,280,019.93 42.32% -5,783,188.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5 -20.00%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5 -20.00%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9% 7.71% -2.42% 10.09%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年末 

资产总额 4,641,793,782.98 4,139,659,263.28 12.13% 3,041,736,22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80,047,075.68 1,609,421,768.96 4.39% 1,327,086,473.24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724,920,472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119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49,817,482.17 421,263,429.10 382,346,205.75 389,002,22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981,788.92 31,123,468.82 18,387,086.01 9,955,45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17,891,236.95 24,611,450.62 13,753,387.99 -2,029,4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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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7,617,027.72 -2,795,705.88 12,139,848.98 -71,661,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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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2,45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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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广州生物工程中心 国有法人 15.00% 108,738,07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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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正灏 39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52% 18,255,166 0 0 0 

何蕴韶 境内自然人 2.42% 17,550,708 13,163,031 质押 8,130,000 

程钢 境内自然人 1.86% 13,449,183 10,086,887 质押 9,87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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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周新宇 境内自然人 1.34% 9,729,197 7,296,896 0 0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7% 5,610,000 0 0 0 

汪洋 境内自然人 0.57% 4,108,83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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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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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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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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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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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进产业经营和产

业投资方面的“双轮”驱动，保证了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在市场营销方面，不断完善具有达安

特色的营销体系，构建了开放—合作—共赢的全国性网络化多层次业务平台，夯实了富有张力的覆盖产品

销售领域和诊断服务领域的市场网络体系，进一步加强了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持续提升了业务拓展水平

和经营能力。在技术及产品研发方面，继续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不断夯实和发展关键技术平台，促进了分

子诊断技术及其应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增强产品优化和转生产的技术保障，高效完成产品注册和知识产

权管理工作，提升了公司先进技术产业化及商业化的水平。医学独立实验室的业务发展较快，盈利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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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得到提升。同时充分发挥了公司的平台资源，继续推进以投资方式推进产业链发展的模式，使公司的

产业布局与公司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对形成新的业务亮点提供了积极的支撑。主要经营成果如下： 

（1）公司保证了经营规模的稳定性，不断适应行业创新发展的新趋势 

报告期内，国家不断推动对医药医疗行业的改革力度，持续推进“两票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行业

出现了要求创新发展的新趋势，公司持续推动品牌影响力、市场拓展能力和销售能力，积极推动了新领域、

新市场、新产品的发展，严格控制管理成本，保证了主营试剂与仪器设备的销售规模，保证了市场占有率，

实现营业收入1,542,429,345.1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35%，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540,211,373.91元，

其他业务收入为2,217,971.19元，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4.25%；利润总额111,945,173.45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26.3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447,799.3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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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保证了公司销售规模的稳定性和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在不断适应行业变化及要求创新发展地新趋势下，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客户创

造价值的经营理念，推进建设以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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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公司销售规模的稳定和市场占有率。 

2017 年，公司分子诊断试剂的销售规模维持稳定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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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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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科研服务、血筛等产品线保持稳定发展，而广州市

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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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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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工作成果： 

1）完成了年度新产品开发和产品优化工作。 

2）追踪国际先进诊断技术和市场发展趋势，搭建了新的基因诊断和免疫诊断的关键技术平台，强化

了配套仪器开发的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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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核心原料和关键工艺为突破口，增强产品优化和转生产的技术保障的储备，同时开展标准品和

质控品的研制工作。 

4）有序进行了课题申报、中期汇报、结题，高效完成了产品注册任务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5）不断拓展《分子诊断与治疗杂志》杂志作者与关注者的范围及领域，加强杂志的宣传力度，使得

杂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提高。 

（4）不断加强生产体系的柔性，保持质量管理的水平，促进了生产质量管理系统的运作效率 

报告期内，生产系统以保证质量、及时供应、持续降耗为基本工作目标，以柔性制造技术平台的推进

为抓手，以产品生产核算考核制度为基础，充分发挥生产能力，从而不断提升了生产管理系统的效率。 

2017 年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保证了营销系统订单的执行，保持了生产的规模性效应，同时增强了

生产的柔性，在新产品、新订单的执行力上有显著的提升，从而有效地支持公司的业务发展。 

在质量管理中，以 ISO13485 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为基础，严格按照 GMP 标准对生产全过程和生产环

境进行监控，确保产品质量，同时顺利地通过了各级药监局、部门及机构的质量体系考核。 

（5）进一步推进企业文化体系的建设，“分享成长价值”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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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分享成长价值”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为建立“百年达安”奠定了扎实的企业哲学思

想。 

报告期内，通过公司文化墙、部门文化墙、企业文化月、新员工入职仪式暨企业文化宣讲、达安好声

音比赛等多种形式，积极鼓励员工的参与企业文化的建设和推广中，从而推动了企业文化的全面传播和落

实。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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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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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7）医学独立实验室的业务取得较快增长，较好地提升了盈利能力，已形成了布局合理、经营优化

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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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独立实验室的经营在 2017年度取得较快的发展，各个实验室

的运营状况、盈利能力得到持续性地改善，目前已经形成布局合理、经营优化的发展趋势。 

（8）坚持以投资方式推进产业链发展的模式，以创新链 - 企业链 - 资金链三链融合为基点，促进

创新，内外孵化，培育产业，为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物质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促进创新，内外孵化，培育产业。同时不断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持续改善

子公司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从而保证了公司孵化企业的价值得到不断的提升。 

（9）获得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表彰 

报告期内，公司获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广州市科学技术奖励证书（一等奖）”、“广东省科学技

术奖励证书（二等奖）”,公司被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评为“企业信用评价 AAA 级信用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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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广东省精准医学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理事单位，广东省医疗器械管理学会副会长单位。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是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是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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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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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 2017 年 5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

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日至施

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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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

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96,120,587.32元；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上年金额：

135,912,461.07元； 

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0.00元； 

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上年金额：0.00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

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整。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 其他收益：45,128,858.36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

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

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 

营业外收入减少本年金额：161,913.66

元，上年金额 657,810.50元，重分类至

资产处置收益。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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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view/5392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92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92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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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1）本期新设成立子公司15家。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深圳云康医生集团有限公司 新设 

深圳云康医学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 

深圳云康健康产业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新设 

南昌云舟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 

广州医路贸易有限公司 新设 

广州达瑞生殖技术有限公司 新设 

达瑞生物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Darrui Biotech(Hong Kong)Co.,Limnted 
新设 

瑞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eomed 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Linmited 
新设 

广东达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云南达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广州市达瑞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广州市达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广州瑞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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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期注销合并单位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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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里市达安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不适用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蕴韶 

                                                            2018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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