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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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何蕴韶、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为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汪洋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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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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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077,151,652.16 3,663,327,301.13 1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49,007,975.94 1,815,789,006.98 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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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229,779.75 -34.00% 767,815,148.25 -3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658,327.13 3.98% 80,171,503.55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280,661.51 28.09% 69,485,677.02 11.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4,718,871.97 -61.82% 195,555,443.64 2.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 4.17% 0.101 3.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 4.17% 0.101 3.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 0.02% 4.32%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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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412,519 

 本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247 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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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60.03 --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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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50,396.33 --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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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6,726.03 --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0.00 -- 

债务重组损益 0.00 --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00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0.00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0.00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0.00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0.00 --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0.00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6,080.14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06,764.68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030,751.26 -- 

合计 10,685,826.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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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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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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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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09,088 0 0 0 

广州生物工程中心 国有法人 15.00% 119,611,880 0 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46% 27,629,019 0 0 0 

程钢 境内自然人 1.86% 14,794,102 14,794,102 质押 8,708,300 

何蕴韶 境内自然人 1.82% 14,479,379 14,479,334 质押 12,336,100 

周新宇 境内自然人 1.34% 10,702,117 8,026,588 0 0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7% 9,369,534 0 0 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

资产金润 24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7% 9,303,179 0 0 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

资产方圆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5% 8,405,158 0 0 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

资产金润 2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6% 7,678,90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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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 132,609,088 人民币普通股 132,609,088 

广州生物工程中心 119,611,880 人民币普通股 119,61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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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7,629,019 人民币普通股 27,629,019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369,534 人民币普通股 9,369,534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产金润 24

号资产管理计划 
9,303,179 人民币普通股 9,303,179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产方圆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8,405,158 人民币普通股 8,405,158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产金润 21

号资产管理计划 
7,678,909 人民币普通股 7,678,909 

熊银河 6,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00,000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171,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71,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030,017 人民币普通股 6,03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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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中，股东熊银河在报告期内因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6,600,000 股，持股比例为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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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未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59,685,108.25 385,837,695.65 -32.70% 货币资金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偿还了部分借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000,000.00 0.00 100.00% 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88,372,793.19 52,299,544.85 68.97% 重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小额贷款增加。 

发放贷款及垫款 12,399,935.82 37,692,503.02 -67.10% 一年以上到期的小额贷款减少。 

长期应收款 23,890,997.60 9,159,549.77 160.83% 一年以上到期的融资租赁款增加。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62,132,440.89 558,759,462.79 36.40%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权益性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在建工程 4,339,144.42 922,898.32 370.16% 装修工程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6,333,858.88 32,277,098.87 -80.38% 年底计提的年终奖金于一季度发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9,750,000.00 256,734,400.00 -80.62% 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到期偿还。 

长期借款 114,000,000.00 49,700,000.00 129.38% 
年初长期借款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其他综合收益 476,833,280.44 280,322,597.73 70.10%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权益性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2、合并利润表相关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主营业务收入 763,466,069.45 1,183,352,254.69 -35.48% 主要原因为云康健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影响 

其他业务收入 4,349,078.80 2,820,255.73 54.21% 主要原因为云康健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影响 

营业成本 372,464,796.54 698,326,378.48 -46.66% 主要原因为云康健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影响 

主营业务成本 368,893,580.64 694,995,726.83 -46.92% 主要原因为云康健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影响 

销售费用 128,806,040.21 185,140,629.82 -30.43% 主要原因为云康健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影响 

管理费用 74,867,122.93 125,785,017.99 -40.48% 主要原因为云康健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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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32,428,504.11 24,587,332.29 31.89% 主要原因为云康健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0.00  -12,622,545.43  100% 首次执行新金融准则的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22,449,522.55  0.00  -100% 首次执行新金融准则的影响 

投资收益 -6,986,891.63 5,889,219.31 -218.64% 1、联营企业亏损；2、处置被投资单位收益减少。 

营业外收入 539,167.12 1,377,341.42 -60.85% 主要原因为云康健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影响 

营业外支出 43,086.98 1,479,154.52 -97.09% 主要原因为云康健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影响 

少数股东损益 -11,874,783.81  3,672,173.52  -423.37% 主要原因是部分非全资子公司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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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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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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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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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权益

投资） 

208,629,911

.58 

202,187,568

.10 
595,493,528.31 1,594,900.00 2,851,340.00 10,658,266.00 802,859,232.89 

自有

资金 

其他（银行

理财产品） 
0.00 0.00 0.00 74,000,000.00 63,000,000.00 206,726.03 11,000,000.00 

自有

资金 

合计 
208,629,911

.58 

202,187,568

.10 
595,493,528.31 75,594,900.00 65,851,340.00 10,864,992.03 813,859,232.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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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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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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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600 1,100 0 

合计 2,600 1,1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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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何蕴韶 

                                                                2019 年 10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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