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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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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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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域医学 60388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郝必喜 肖东琪 

电话 020-29196326 020-29196326 

办公地址 广州市国际生物岛螺旋三路10

号 

广州市国际生物岛螺旋三路10

号 

电子信箱 sid@kingmed.com.cn sid@kingmed.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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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3,131,127.68 3,957,342,256.94 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36,320,991.66 1,905,322,504.48 6.8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6,093,464.23 115,202,670.28 35.49 

营业收入 2,543,163,222.70 2,114,650,118.23 2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1,724,050.67 95,976,671.40 7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2,264,754.74 75,473,918.07 114.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62 5.48 增加3.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8 0.21 80.9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21 76.1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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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耀铭 境内自

然人 

15.52 71,068,209 71,068,209 质押 18,120,000 

国开博裕一期（上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29 47,099,597 0 无 0 

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04 41,371,796 0 无 0 

广州市鑫镘域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87 36,042,650 36,042,650 无 0 

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04 27,646,261 0 无 0 

广州市圣铂域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32 24,346,350 24,346,350 无 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境内非

国有法

4.80 22,000,000 0 未知 0 



1 号远望基金 人 

广州市圣域钫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59 21,000,000 21,000,000 无 0 

广州市锐致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10 18,788,000 18,788,000 无 0 

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35 10,757,61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梁耀

铭分别持有广州市鑫镘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市圣铂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市圣

域钫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市锐致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4.72%、5.75%、0.10%和 1.79%份额，

担任这四家企业的普通合伙人。2、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股东国开博裕一期（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广州市圣域钫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53.71%份额。

3、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股东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分别持有广州市圣域钫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国开博裕一期（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和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6.19%、

20.45%和 5.51%的份额。4、除以上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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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 

（一）高质量发展成效初显。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动“以客户为中心、以临床和疾病为导

向的多技术平台整合”的战略变革系统工程，在发展过程中的变革意识、规划意识和整体协同意

识越来越强。在一系列政策及市场环境交织影响的大背景下，公司进一步推进战略变革，不断夯

实运营内功，新动力新亮点不断涌现，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客户结构和产品结构不断趋于优化，

各项业务均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疾病导向落地、合作共建运营盈利水平提升、实验室运营效率

提升、面向县域医疗市场的“春雷行动”等重点工作都有序推进。 

（二）以临床和疾病为导向的变革全面推进。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推进了“以临床和疾病为

导向”的战略变革落地，更好地协同临床、服务临床。一方面，加入一流的临床合作“朋友圈”，

临床服务层次越来越高。加入和启动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肝炎诊断创新与转化联盟、

北京协和医学基金会成立母婴专项基金等国家级疾病联盟，对接了国家疾病中心、国家疾病研究

中心、北京协和医院、北大医学院等多个顶级医疗资源。另一方面，打造疾病会诊平台，临床服

务更加多元。创新性地联同内外部专家资源，探索、打造、参与多个疾病会诊平台，让服务临床

的模式更多元，为公司走向临床、赋能临床探索更多的方式和经验。 

（三）中后台整合协同意识和能力增强。报告期内，公司中后台的客户导向、服务意识和服

务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一是从实验室新项目开发来看，公司研发中心不断理顺研发机制，聚焦

新项目引进与开发，巩固及扩大集团面向临床服务的技术及产品核心优势。报告期内共牵头开展

完成近 250 项的新项目开发工作。二是从组织机制保障看，为拉直服务链，设立了疾病系列与实

验室学科平台技术负责人对接机制，组织双向沟通会；营销和实验室共同推进遗传咨询师团队建

设，协同参与外部遗传咨询门诊和会诊。三是从信息化推进来看，IT 团队协同合作共建、品牌、

病理、营销等部门，在信息化支撑营销转型、生产效率提升、合作共建、AI 探索等方面都有了积

极进展和成效。 

（四）高举高打，抢占研发创新高地。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医学诊断产业链，布局诊断

科技创新链。 

在自主创新方面，以创新研究院、转化研究院和集团研发中心为三级平台，不断练好内功。

集团研发中心除了牵头开展攻关近 250 个新项目外，在 TAT 时间改善方面，也有较为突出的成效。

依托创新研究院和转化研究院，罕见病研究、与呼研所合作 LAM 疾病检测、与哈医大合作乳腺癌

ctDNA 检测等重点项目，已经立项并在积极推进过程中。申请知识产权 122 件，完成知识产权授

权 99 件，集团政府项目立项 55 项，立项金额达 2300 多万元。 

在构建开放创新体系方面，结合行业和产业特色，将产学研合作以及加入疾病联盟和疾病协

作网，作为打造科技创新开放生态体系的重要一环来重点运营。与美国癌症基因组学领域的领导

者（PGDx）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全球领先临床试验实验室服务机构 Q2 Solutions展开合作，

联合西北大学共同创办西北大学血液学研究所，联合延安大学建立产学研战略合作关系，联合中

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成立华南脑脊液检测中心，与华为技术公司共同研发 AI 辅助宫颈癌筛查

技术并联合发布突破性成果，等等。通过与临床专家、各大科研机构的借力和合作，进一步推动

了以临床和疾病为导向的科研转化体系的发展，不断在核心疾病领域获得更具竞争力的诊断技术

和服务能力，金域医学正成为走向国际的行业领先品牌，公司的品牌美誉度和核心竞争力得到较

大提升。 

（五）以专业精神持续践行社会责任，提升品牌价值。报告期内，公司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以专业精神持续践行社会责任，在为临床医生提供综合诊断信息服务，持续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助力分级诊疗，培养行业优秀人才，引领医检行业创新发展，支持社区公益事业

等方面，与社会各界携手共进，不断创造更大的专业价值、行业价值、社会价值和民生价值，从

而进一步夯实了品牌优势，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发布了 2018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了金域医学 2018年度在环境、社会、



治理等社会责任领域的实践和绩效。公司在社会责任领域的专注力和行动力获得社会各界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获颁“2018 年度责任品牌奖”、“2018年度社会责任·健康公益扶贫贡献奖”、

“董事会治理特别贡献奖”、“中国好伯乐”杰出雇主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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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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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