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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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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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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

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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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一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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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蛋生物 60338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颜彬 孟玲 

电话 025-68568577 025-68568577 

办公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沿江工业开发区

博富路9号 

南京市六合区沿江工业开发区

博富路9号 

电子信箱 IR@getein.cn IR@getein.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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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731,806.46 1,266,608,765.76 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19,925,969.69 1,143,472,884.59 6.6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4,358,028.44 69,567,623.30 -7.49 

营业收入 309,644,313.05 211,014,170.24 4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30,552,017.81 89,597,808.04 45.71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6,006,168.21 83,628,414.46 38.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88 24.55 减少13.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0 0.65 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0 0.65 7.6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万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91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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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苏恩本 境内自然人 39.5039 7,349.5006 7,349.5006 质押 771.4 

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3709 1,371.3223 1,371.3223 无   

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281 1,028.4813 1,028.4813 无   

重庆麒厚西海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753 925.6262 925.6262 质押 672 

南京爱基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524 809.7428 809.7428 无   

许兴德 境内自然人 3.2759 609.4658 609.4658 质押 249.2 

华泰紫金（江苏）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619 532.4458 532.4458 无   

王金福 境内自然人 1.4453 268.884 268.884 无   

陈晨 境内自然人 1.4453 268.884 268.884 无 123.2 

天津捷元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453 268.884 268.884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苏恩本、爱基投资存在关联关系，苏

恩本为爱基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捷富投资、杭州捷朗、

天津捷元由于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存在关联关系而存在

关联关系。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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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自 2002年成立以来，以“追求卓越、传递健康”为企业理念，多年来始终专注于体外诊

断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政策变化，抓住市场机遇，公司管

理层围绕董事会制定的战略目标和经营计划，以创新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协调员工

团队作战，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18 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0

亿元，同比增长 46.74%，实现净利润 1.31亿元，同比增长 45.71%，具体开展的重点工作如下： 

（一）建立健全的市场服务网络。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市场服务能力建设，建立多层

次全方位的网络布局，积极开拓不同业务模式，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加强人才团队

梯队建设与提高整体管理水平，保证公司的业绩持续稳步增长。上半年度，公司分别在黑龙江省、

新疆设立了控股子公司，进一步提升各区域终端服务水平，不断完善客户服务体系。 

（二）加强市场品牌建设。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加医疗行业年度重要展会、主办或协办医

疗领域专科学术年会，通过线上多媒体结合线下活动等宣传形式，不断提高终端接触水平，强化

品牌印象。上半年度，公司参加国内外重要专业会议如 Medlab 迪拜展、上海春季 CMEF（中国国

际医疗器械博览会）、重庆输血会 CACLP、杭州 POCT 年会、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年会、中国老

年医学学会急诊年会、中美微生物高端论坛等，并凭借优质的服务以及过硬的产品，公司品牌知

名度和认可度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三）加大技术创新突破。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托现有产品技术平台，公

司不断开展创新研究，增加新项目、新产品，以补足和丰富自产产品种类。公司全产业链布局已

具规模，核心竞争力不断得到增强。2018年上半年，完成了多项新产品的研发与上市工作，公司

目前已经推入市场的产品有 CM-8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其系列配套试剂，Getein1200 荧光免疫

定量分析仪计划于 2018 年年底推向市场，计划明年推入市场的有 POCT 系列的促甲状腺激素检测

试剂盒（胶体金法/干式免疫荧光法）及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端脑利钠肽前体

二合一检测试剂盒（干式免疫荧光法）、发光心肌系列试剂，Getein3600 生化免疫定量分析仪及

其系列配套试剂、Getein200 便携式生化免疫分析仪及其系列配套试剂。公司一直注重自主研发

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对自主研发的各项技术及时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和商标。2018年上半年

公司申请发明专利 4项，实用新型专利 1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项，截至 2018 年 6月 30日，

公司合计拥有专利 61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2项（含子公司）。 

（四）不断提升产品品质。报告期内，公司在生产运营管理方面采取了多项管理措施，包含

信息化管理、导入 MES系统、PLM管控平台等，不断强化生产过程管控，确保生产准确性。另外，

公司在生产自动化方面不断改进，完善线体平衡率，提升产线生产效率。同时，公司建立培训体



系，培养员工的品质意识，提高员工的操作技能，提升中层干部的生产管理能力，从各方面保证

产线品质。 

（五）实施信息化建设，提升公司运营效率,2018 年上半年累计信息化投入 300 万余元，对

ERP系统、OA系统深度应用、数据中心加大投资力度。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本部、现有子公司、

办事处信息系统的升级，实现总公司与子公司、各地办事处的高效联动运营；同时，建成集宣传

展示、售前咨询、售后服务、培训辅导、营销管理于一体的覆盖国内外的综合营销网络平台。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