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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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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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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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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96,935,03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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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强生物 股票代码 3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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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民 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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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15号旷怡大厦 5层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15号旷怡大厦 5层 

传真 010-82012812 010-82012812 

电话 010-82247199 010-82247199 

电子信箱 jiuqiangzhengquan@bsbe.com.cn jiuqiangzhengquan@bsb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化诊断试剂（“金斯尔”品牌试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营业务的高成长

型企业，拥有与国际基本同步发展的系列产品。公司注册在北京中关村，是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作为国内体外诊断产业领军企业，我们致力打造最优体外诊断检测平台，目前拥有生化检测系统、血凝检测系统、血型

检测系统。 

我们一直专注体外诊断产品系统的研发，拥有一流的产品研发团队，在专家的带领下，建立起化学法、酶法（含循环酶

法）、普通免疫比浊法、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克隆酶供体酶免疫测定技术（CEDIA）、酶增强免疫测定技术（EMIT）等

生化研发平台；同时也具备高水平的全液体血凝研发技术团队。我们是CysC国家标物的共同研制者与制备企业，承担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公司研发中心是“生化免疫诊断试剂北京市工程实验室”。 

为适应公司快速发展的需要，我们建立了国际一流的产品生产环境及生产管理流程，秉承“质量第一”的准则，向市场提

供涵盖临床生化及血液领域的高品质临床检测项目，能针对不同目标客户提供多元化的临床诊断解决方案。同时，我们更加

重视终端的用户体验，遍及全国的技术服务团队，保证在第一时间为用户解决疑难，提供完备的技术服务支持。 

“与巨人同行”。自2013年起，九强生物与雅培、罗氏、日立、迈瑞、威高等国内外知名企业陆续建立起生化战略合作关

系，与雅培签署的《技术许可和转让合作协议》更是开创了中国IVD企业技术输出的先河。通过十多年的长足发展，九强生

物已经成长为中国领先的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厂商，并逐步在国际IVD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2019年，公司共获得及申请了23项专利。子公司美创获得1项专利。共获得40项产品注册证变更批件。取得14项新产品

注册证。并有30项新产品在注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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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840,861,681.24 774,178,200.29 8.61% 694,277,36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1,648,680.02 300,665,281.33 10.30% 273,151,40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3,749,323.41 286,861,099.66 9.37% 272,826,04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603,373.98 256,147,805.93 -26.37% 207,907,48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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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 0.60 10.00%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 0.57 15.79%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0% 18.33% -1.73% 19.0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154,032,631.97 1,864,725,364.65 15.51% 1,778,676,92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70,946,575.32 1,702,202,535.56 15.79% 1,530,027,909.4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2,243,979.14 182,057,215.80 216,975,034.28 269,585,45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239,351.39 71,526,665.23 85,913,887.23 113,968,77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696,474.84 64,505,271.28 82,256,443.65 107,291,13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12,566.71 54,355,306.66 27,517,420.11 99,118,0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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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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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希 境内自然人 13.35% 67,013,676 50,260,257   

罗爱平 境内自然人 12.14% 60,901,804 45,67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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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林 境外自然人 10.04% 50,391,452 37,793,589   

邹左军 境内自然人 7.72% 38,757,584 29,068,188   

程辉 境内自然人 7.14% 35,814,312 0   

ZHOU 

XIAOYAN 
境外自然人 6.17% 30,969,636 0   

华盖信诚医疗

健康投资成都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7% 23,919,500 0   

庄献民 境内自然人 1.83% 9,186,444 6,889,833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7% 7,388,668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一组合 
其他 1.40% 7,045,12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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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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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医疗器械业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84,086.1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61%%；利润总额为38,189.91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13%；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东的净利润为 33,164.8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合计197,094.66 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79%。 

1.本报告期，诊断试剂业务仍是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2019年试剂收入78,071.23万元，占营业收入的92.85%；仪器销售收入

5,837.14万元，占营业收入的6.94%；仪器租赁收入90.61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0.11%；其他业务收入87.18 万元, 占营业收入

的0.10%。 

2.主营业务成本，2019年主营业务成本 26,256.03 万元，较去年同期 24,224.19 万元上升了8.39%,主要原因销售收入增长而

成本同时增长； 

3.期间费用情况，销售费用2019年为9,695.18 万元，同比去年9,534.30万元增长了1.69%，主要是为保持有利市场，公司加大

市场推广力度所致；管理费用 3,181.32 万元,比去年同期3,032.65万元增长了4.90%，主要是管理人员增加及成本上升所致；

研发费用7,031.55 万元, 比去年同期6,103.71万元增长15.20%，主要是研发人员增加以及研发费增加所致；财务费用 -589.85 

万元, 比去年同期-667.47万元增加11.63%，主要是新增短期借款利息支出增加，同时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4.201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860.34万元,比去年同期25,614.78万元减少了26.37%,主要是公司应收账款增加所

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8,737.10 万元,比去年同期-24,309.89万元减少59.35%，主要是因公司支付迈新生物股

权投资款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575.32万元,比去年同期-21,592.71 万元增加了74.18%%，主要是新增短期

借款现金流入增加，2018年注销及回购股份2019年无此项现金流出导致2019年现金流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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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体外检测试剂 780,712,296.97 203,904,075.47 73.88% 14.31% 28.60% -2.90% 

体外检测仪器 58,371,415.85 57,797,905.78 0.98% -34.76% -30.30%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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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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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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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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19 年 4 月 30 日，国家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企业 2019年度中期财务

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执行。根据财会〔2019〕6 号的有关要求，

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6 号通知附件 1 和附件 2 的

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以下简称

“新合并报表”），本通知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进行了修订。通知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允许企业提前执行。 

2、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关于修

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的要求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它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日期 

公司按照国家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

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号）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财会〔2019〕6 号的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如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3）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项目。 

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项目。 

 

2、利润表项目：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信

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3、现金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1）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在

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2）新增“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2）根据财会〔2019〕16 号的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存在追溯

调整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根据《新合并报表》通知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合并财务报

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新租赁准则和新金融准则等规定，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等行项目，在原合并利润表

中“投资收益”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行项目。 

 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有关情况调整了部分项目，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

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三个行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两个行项目，

将原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 失”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

的而 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等行项目，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

加了“专项储备”行项目和列项目。 

(3)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企业应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

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

规定。根据新旧准则准换的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应当对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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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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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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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邹左军 

                                                                                    202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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